第2章
Cloud Computing for Machine Learning and Cognitive Applications

数据分析、物联网与认知计算

2.1

大数据科学与应用面临的挑战
本节介绍数据科学的基础概念、支撑技术及创新应用。

2.1.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特征

从字面上看，数据科学可以定义为通过数据发现、假设形成和分析，直接从数据中提取
有用知识的过程。数据科学家都具有足够的业务专长、领域知识、分析技能和编程专长，能
够胜任大数据生命周期中各个处理阶段的科学任务。
数据科学需要对大量的数据元素进行发现、聚合、匹配、排序等操作。如图 2.1 所示，
数据科学是三个领域——计算机编程、应用领域和统计 / 数据挖掘的交集，需要算法构建、
系统分析、建模或者问题定义这些领域的综合知识。数据科学应用范围广泛，包括政府机
构、军事行动、商业交易、科学发现、环境保护、绿色能源、临床试验、生物科学、农业、
医疗保健和社交网络等各个领域。大数据的价值链分成四个阶段：数据生成、数据获取、
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数据生成和数据获取是数据的预处理阶段，针对的是原始数据，而
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则是作为生产阶段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出有价值的内容或者为数据增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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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数据科学需要编程能力、统计 / 数据挖掘方法和应用领域知识，以及一些跨学科的技
能，如算法构建、系统分析方法、建模或问题形式化方法等

本书将讨论云架构、算法和编程系统。在第三部分介绍机器学习方法时，将介绍主要的
大数据应用领域。大数据问题建模必须由数据科学家和领域专家合作完成，因为这个工作需
要大量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目前急需大量的云技术程序员、数据科学家、分析专家和人工
智能（AI）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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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人们就提出了数据科学这一概念，但是直到最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云计算越
来越感兴趣，以及对物联网能给我们带来的智慧世界的憧憬，数据科学才引起人们的广泛
兴趣。今天的大数据有五个重要特性（即大数据的 5V）：数据容量（Volume）大，需要快速
（Velocity）得到处理，呈现出的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数据真实性（Veracity）难以保证，
数据价值（Value）不确定。数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是指大多数数据一般很难追溯其来源或
者很难证明其真实性。数据价值不确定，是指同样的数据会随不同应用领域中数据的类型以
及使用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这些特性以及由此给数据中心和云的使用者带来的
挑战也各不相同，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特性

当代大数据的五个特性（5V）

数据特征和内容

面临的挑战

数据容量

千兆字节，记录 / 档案，事务数据，表，文件

要解决存储和处理方法问题

处理速度

批处理，实时处理 / 近期处理，流程，流化

需要高性能计算平台

类型多样

结构化，半结构化，多成分，随机性

需要处理太多的可能性

真实性

信任，信誉，可靠性，可追踪性，可说明性

缺乏可追踪性，可信性难以保证

数据价值

可统计的，滚雪球效应，集成化，可提出假设性

不同的大数据应用领域数据价值不同

现行标准中，1TB 或大于 1TB 的数据被认为是大数据。专门研究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曾估算 2013 年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大约 40ZB 的数据。
今天全球有 70 亿人口，意味着每个人每年要处理的常规数据大约有 5.2TB。这么大的数据
量，当然需要很大的存储容量和强大的数据分析手段。
由于大数据的 5V 特性，现有软硬件基础设施已经难以满足大数据获取、管理、处理的
需要了。遍布全球的数据中心、大规模搜索引擎、超级计算机集群系统以及云平台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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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处理大数据的新的感知、存储和计算设施。实际上，这些新的信息资源给大数据应用
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学习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和有限的能耗来使用智慧
云、社交网络和物联网感知网络去有效地支撑大数据的运营，也就是实现所谓的绿色计算。
福布斯、维基百科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提供了一些数据科学的历史。为了阐述从数据科学演变为大数据的过程，
我们分了四个阶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数据科学等价于数据分析学，如同 Peter Naur 所
说，自建立起来就是“处理数据的科学，而数据和数据所代表的内容间的关系就转由其他领
域或科学来确定。”[19] 在很多应用中，数据科学一度被看作统计学的内容。进入 21 世纪后，
数据科学的范围迅速扩展，变成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的后续工作，也就是所说的知识发现和
数据挖掘（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KDD）。
在这种背景下，编程成为数据科学的一部分。在过去 20 年里，各个领域里的数据规模
急剧增加，数据科学的发展使得从大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里抽取知识成为可能。非结构
化数据包括电子邮件、视频、照片、社交媒体以及其他由用户产生的内容。大数据管理需要
大容量存储、计算和通信资源等具备可扩展性。

2.1.2

物联网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图 2.2 展示的是 2016 年物联网的技术成熟度曲线。一项新技术出现后，大约需要再过
2 ～ 10 年进入成熟期，并到达曲线的最顶端。截至 2016 年，曲线最顶端与物联网发展相关
的 10 项最被看好的热点技术有物联网架构、广域物联网网络、嵌入式软件与系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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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流处理、物联网、机器学习、预测性分析、IT/OT 集成、低成本开发板和企业信息管理
计划。
事件流处理
物联网
嵌入式软件与
系统安全性
机器学习
广域物联网网络
企业信息管理计划
IT/OT 融合与联合
预测性分析
低成本开发板
物联网架构
互联家庭
IT/OT 集成
用于客户服务的物联网
物联网边缘架构
信息队列遥测传输
物联网服务 物联网平台
物联网支持的 ERP

达到成熟所需的时间：
少于 2 年
2～5年
5 ～ 10 年

期望

物联网集成
边缘分析

数字伦理
物联网商业解决方案
物体即客户
信息技术学
物联网认证
数字孪生 托管的 M2M
通信服务
许可与
授权管理

资产绩效管理
云 MOM 服务
运营技术
平台融合

数据联合 /
虚拟化工具
产品数据 MDM

智能照明
截至 2016 年 7 月

创新萌芽期

期望膨胀期

泡沫破裂的低谷期

稳步爬升的复苏期

实质生产的成熟期

时间

图 2.2

2016 年 Gartner 物联网技术成熟度曲线（来源：Gartner Research）

如图中曲线所示，许多物联网技术仍然处于创新萌芽期，需要一定时间逐渐成熟，例
如许可与授权管理、物联网认证、信息技术学、数字孪生、物体即客户、物联网商业解决
方案、数字伦理、边缘分析等。用于客户服务的物联网、物联网边缘架构、物联网服务、
IT/OT 集成、信息队列遥测传输、物联网集成、云 MOM 服务、产品数据 MDM 等将在 2 ～ 5
年内进入实质生产的成熟期。智能照明、数据联合 / 虚拟化工具将在 2 年内达到成熟期。资
产绩效管理、云 MOM 服务、运营技术平台融合等技术目前处于曲线的低谷期，等待进一步
被发掘。
新技术将会更加以人为本，这已成为共识，也意味着人们希望人、业务和物体之间是透
明的。随着技术的适应性更强、更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家庭、工作单位、业务场所），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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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透明关系将会越来越明显。正如前文所暗示的，我们看到了物联网技术在生活各方面的应
用，在第 7 章，我们将用其他技术成熟度曲线来进一步介绍智能机器（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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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应用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可以预测的。设计师和程序员希望能预测未来系统的技术能
力。Jim Gray 的文章“数据工程的经验法则”，就是介绍技术和应用如何相互影响的极好例
子。摩尔定律声称处理器的速度每 18 个月翻一倍，在过去 30 年里也确实是这样。然而，很
难说摩尔定律未来还会成立。Gilder 定律声称网络带宽每年翻倍。因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和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影响，日常商品硬件的性价比非常高，这也促使大规模计算与商业的结
合更加普及。
过去十年里人们对物联网技术有很高的预期。混合云计算或其他应用中需要计算经济
学、网页数据采集、系统可靠性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经常需要用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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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事务处理。在可靠的银行系统中，事务占据了现有工作 90% 的内容。用户需要与分布
式事务涉及的多个数据库服务器打交道。在实时银行服务中，保持重复性事务记录的一致性
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问题还有缺少软件支撑、网络能力不够以及安全威胁。

2.1.3

走向大数据工业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正面临数据泛滥。物联网传感器、实验室的实验、仿真过程、社会
档案、各种规模和格式的网络，都是数据的来源。保留、迁移或者访问数据集需要一些通
用工具，这些工具能够支撑可扩展的文件系统、数据库、算法、工作流和可视化。由于科学
开始以数据为中心，新的科学发现模式转变为以数据密集型技术为基础。我们需要研制出用
于数据获取、数据生产和数据分析的工具。云和物联网技术就是在数据大潮的驱使下应运而
生的。
如表 2.2 所示，1960 ～ 1990 年是数据库产业时代。那时，大多数数据集以 MB、GB 和
TB 为容量单位。1980 ～ 2010 年，随着数据集容量从 TB 扩展到 PB 甚至 EB，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数据中心。2010 年以后，新兴的大数据产业逐渐形成。未来处理的大数据，其容量
有望从 EB 突破到 ZB 甚至达到 YB。2013 年大数据产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340 亿美元。预
计 2020 年大数据应用产值会超过 1000 亿美元。
表 2.2
阶段

大数据产业在三个发展阶段的演变

数据库

数据中心

时间段

1960 ～ 1990 年

1980 ～ 2010 年

2010 年之后

大数据产业

数据大小

MB—GB—TB

TB—PB—EB

EB—ZB—YB

市场规模为 226 亿
IT 投 入 为 340 亿 美 元（2013 年）， 预 计 2020 年 将 超
市场大小和
数据库市场，数
美元（IDC 2012）
，增 过 1000 亿美元，催生了 440 万个新的大数据工作岗位
增长率
据 / 知识工程
长了 21.5%
（2015 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互联网和万维网。因此，必须设计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云来满
足大量用户同时提出的大存储服务和分布式计算需求。公共云或混合云的出现促使许多使用
61

大服务器集群、分布式文件系统和高带宽网络的数据中心加快升级。为了满足大量的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的服务需求，云引擎、分布式存储和移动网络必须与互联网技术紧密融合，在
网页和移动社交媒体网络中发布混合服务。为了在数字经济时代取得一席之地，工业界和商
业界的领导者必须保持对新兴技术的敏感，及时转换商业模式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而对于
开发者来说，考虑的则是通过减少运营成本，尽可能达到产值最大化。
表 2.3 所示为 IT 和云计算企业或开源软件中的各种软件工具和库，这些工具分别适用
于不同子领域的技术要求。例如，在数据分析方面，可以使用 UCI 的机器学习库；在数据挖
掘方面，可以使用 RapidMiner，这是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开发的用于深度学习的神
经网络，斯坦福大学也开发了用于社交网络和社交图分析的斯坦福网络分析平台（SNAP）；
OpenNLP 提供了一个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建模工具。表中条目无法穷尽所有产品，仅列举
了有限的软件包的代表。
表 2.3
类别
大数据分析

软件
Apache Mahout

大数据集上用于云计算和认知计算的软件库
简单描述
用于数据分析、聚类和分类的机器学习
平台，具有可扩展性

网址
Mahout.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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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别

大数据分析

软件

算法

编程工具

网址

RapidMiner

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工具

Rapidminer.com

PaddlePaddle

百度智能深度学习工具

Paddlepaddle.org

SNAP

数学 / 统计建模

简单描述

斯坦福大学推出的带有图挖掘库的网络
分析平台

Snap.stanford.edu

OpenNLP

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 Java 机器学习工具包

Opennlp.org/projects

SAS

用于数据挖掘、分析和管理的统计软件

sas.com

Baysian Classiﬁer

用于数据分类和预测的统计决策软件

MATLAB

线性代数和矩阵乘法库

mathworks.com/produsts/matlab

Graphstream

动态图分析开源软件

graphstream-project.org

Hadoop

Java 实现的 MapReduce 库

Hadoop.apache.org

Spark

采用 DAG 模型的可扩展计算

Spark.apache.org

HDFS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adoop.apache.org

BOINC

伯克利的网络计算开放平台

Github.com/BOINC/boinc

TensorFlow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tensorﬂow.org

谷歌超现实未来新技术研究实验室

solveforx.com

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工程和科学研究院

Imes.mit.edu

应用领域专业研 X Lab
究机构
IMES

En.wikipedia/org/wiki/Naïve_
Bayes_classiﬁer

MATLAB 是众所周知的线性代数问题求解和数学编程工具，IDL 是数据可视化领域的
专用工具，IMES 是用于医疗工程和医学应用的，Hadoop 是用于 MapReduce 编程的工具，
BOINC 是用于分布式计算的，Spark 用于可扩展的流计算和 GraphX 模式处理。我们将在第
8、9 章探讨其中的一些工具，在第 9 章将专门介绍谷歌公司的 TensorFlow 软件平台，这个
平台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实现深度学习和认知计算。
大多数数据科学家最开始都是数学建模、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技术的领域专家。将领域
知识与数学方法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开发出特定的模型，设计出新的算法。数据科学方法涉
及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采用了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的相关技术后，数据科学（包括
数据挖掘和分析）将涉及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原理、技术、方法。统计学、运筹学、可视化技
术和领域知识，也都是数据科学研究必然要涉及的。数据科学团队需要处理的都是非常复杂
的问题。在大数据研究、发展和应用领域还有如下一些开放性挑战：
● 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有效索引。
● 识别、去识别与重新识别。
● 大数据的本体和语义。
● 数据自检和约简技术。
● 设计、构建、操作和描述。
● 数据集成和软件的互操作性。
● 永恒性与不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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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度量方法。
● 数据范围、共同特性、趋势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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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大数据应用概述

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大数据应用的报道。我们将在后面的第三、四部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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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大数据和云应用。表 2.4 中是不同大数据应用的一个概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列举了 51 种大数据应用案例。这些应用可以分成 8 大类。事实上，过去 20 年里有
很多数据驱动的应用。例如，在商业领域里商务智能就非常流行，还有基于大量数据挖掘处
理的网络搜索引擎。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些这样的应用。
表 2.4
类别

大数据应用分类：从 TB 级到 PB 级（NIST，2013）
简单描述

应用案例

政府

国家档案记录、联邦或州的行政管理、人口统
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警
计局等
察机关等

商业

云金融、云备份、Mendeley（引用）、网络搜索、
数字材料等

Netﬂix 视频网站、货物运输、网购、P2P

国防和军事

传感器、图像跟踪、形势评估、危机控制、战
争管理等

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

医疗和生命科学

医疗记录、图像和概率分析、病理研究、生物
成像、基因组分析、流行病学等

体域传感器、基因组学、情绪控制

深度学习和社交媒体

自动驾驶汽车、图像或相机的地理定位、众
包、网络科学、NIST 的基准数据集等

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感知等

科学发现

空间测绘、天文学和物理学、极地科学、空间
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大型强子对撞机、
雷达分布、元数据、协同等
日本的 Belle 加速器

地球和环境

地震、海洋、对地观测、冰盖雷达分布、气候
AmeriFlux 和 FLUXNET 油 气 传 感 器、
模拟数据集、大气湍流识别、生物地球化学
智慧地球物联网

能源研究

新能源资源、风能、太阳能系统、绿色计算等

智能电网项目

商业应用
最早的商业数据通常都是结构化数据，公司从旧有系统中收集这些数据，存放在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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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管理系统（RDBMS）中。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系统中用到的分析技术主要是一些依赖
直觉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例如报表、仪表板、特定查询、基于搜索的商务智能、在线交易
处理、交互可视化、分数卡、预测模型和数据挖掘等。从 21 世纪初开始，网络和网站为各
类组织提供了在线展示并与顾客直接交流的绝好机会。
网站会产生大量的产品和顾客信息，包括击键信息日志和用户行为数据。通过文本分析
和网站数据挖掘，可以获得各种数据，如产品陈列的优化、用户交易的分析、产品建议、市
场结构分析等。2011 年，移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量首次超过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移
动手机和基于传感器的物联网开创了一代创新应用，这样的应用需要大容量的定位传感技术
的支撑，也更加以人为本且强调情境。
网络应用
早期互联网主要提供电子邮件和网页服务，挖掘电子邮件的内容和构建搜索引擎需要用
到文本分析、数据挖掘和网页分析技术。不考虑应用领域和设计目的，今天的大多数应用都
是基于 Web 的。全球产生的数据中大多数是网络数据。网络已经成为互联网页的公共平台，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例如文本、图像、视频及交互内容。
在处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时，非常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例如，图像分析技术可
以从图片中抽取有用的信息，如人脸识别。多媒体分析技术可以用于商业、法律执行和军
事应用中的视频自动跟踪。在线社交媒体应用包括网络论坛、在线社区、博客、社交网络服
务、社交多媒体网站等，这些应用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创造、上传和分享内容。而
其他用户群体则可能是通过网络搜寻每天的新闻，发布观点并得到及时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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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应用
很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会通过高通量的传感器和设备获得大量的数据，如天文物理学、
海洋学、基因组学、环境研究等。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近声称，大数据推动了一些新的
研究，这些研究专注于从大而复杂的数字化数据集中抽取知识和观点。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已
经开发出了大数据平台，并取得了一些有用的成果。
例如，在生物学领域，iPlant 项目将网络设施、物理计算资源、协调环境、虚拟机资源、
协同分析软件与数据服务相结合，帮助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提升各种植物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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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iPlant 项目的数据集形式多样，包括规格说明和参考数据、实验数据、模拟和建模数据、
观测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大数据技术已经用于分析各种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文本数据、
网站数据、多媒体数据、网络数据和移动数据。
企业应用
现在，大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也主要用于企业，商务智能和联机分析处理可以看作大
数据应用的前身。企业应用大数据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各方面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市场
上，由于有大数据的相关分析，企业可以准确地预测顾客行为。
在销售策划方面，通过比较大量的数据，企业可以优化其商品价格。在运营上，企业可
以提高运营效率和运营满意度、优化劳动力资源的引入、准确预测人员配置需求、避免超
库存生产、减少劳动力成本。在供应链方面，使用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优化库存、优化物
流、协调供货商、弥补供需间的鸿沟、控制预算、提高服务质量。
例 2.1

大数据在金融和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近年来，大数据在金融和商务方面的应用增长迅速。例如，中国工商银行（ICBC）应用
数据分析技术后发现，采用多次积分累计和商店积分交换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吸引高质
量的客户。通过构建顾客流失早期预警模型，银行可以出售高回报的金融产品给前 20% 的
客户，这样可以保留住这些客户。结果是，那些有过奢侈消费和一般信用卡的客户的流失率
分别因此减少了 15% 和 7%。通过分析顾客的交易记录，很容易识别潜在的小企业客户。使
用远程银行，云平台可以帮助实现交叉销售，近年来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增长。
显然，大数据的传统应用是电子商务。作为中国的网购平台，淘宝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
的交易事务，包括交易时间、商品价格、购买数量等。而且，这些信息因卖家和买家的年
龄、性别、住址、爱好和兴趣的不同而不同。数据立方是淘宝平台上的大数据应用，在这
里，商家可以查知其品牌的市场行情，了解消费者的特点和行为，进而相应地做出关于生产
和库存的决策。同时，更多消费者可以用他们满意的价格购买到喜爱的商品。
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企业交易数据，自动分析和预测是否增加对
企业的贷款，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工介入，全部是自动化处理。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给企
业的贷款已经超过了 50 亿美元，其中只有 0.3% 的坏账率，远低于商业银行。
健康和医疗应用
医药数据一直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包含大量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大数据在有效存储、处
理、查询和分析医疗数据方面具有无限潜能。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健康。
物联网正在彻底改变健康企业。传感器收集病人的数据，微控制器予以处理、分析并通过无
线网络传输这些数据。微处理器提供丰富的图形用户界面。健康云和门户用统计方法帮助分
析数据。健康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正在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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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

大数据在健康企业的应用

为了预测代谢综合征患者的恢复情况，Aetna 寿险公司从 1000 名患者中选择了 102 名
患者做了一项实验。在一项独立实验中，对过去连续三年的代谢综合征病人的系列诊断进行
测试，检测了 600 000 份实验室测试结果，其中 180 000 份符合要求。而且，最后的结果形
成了一份个性化治疗方案，该方案可以用于评估危险因素，生成病人的主要治疗方案。
在这种模式下，今后十年里，通过给予他汀类药物治疗，可以减少 50% 的发病率，同
时，如果病人体内糖的含量超过 20%，医生还可以帮助病人减少体重，或者建议病人减少身
体中甘油三酸酯的总体数量。纽约的 Mount Sinai 医药中心通过采用大数据公司 Ayasdi 的技
术分析大肠杆菌所有的遗传序列，包括超过 100 万个 DNA 变异，揭示了细菌菌株产生耐药
性的原因。Ayasdi 的技术采用拓扑数据分析来揭示数据特征。
2007 年，微软的 HealthVault 开辟了医疗大数据的杰出应用范例。项目的目标是管理个
人的健康信息和家庭医疗设备。现在，健康信息可以用智能设备输入和上传到一个第三方个
人医疗档案中。同时，数据可以与第三方应用集成，配有软件开发包（SDK）和开放的应用
67

接口。
物联网感知和众包
随着无线通信和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集成了越来越多的传
感器，计算能力和感知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群体感知进入了移动计算的核心阶段。在群
体感知中，大量的普通用户把移动设备当作基础感知单元，与移动网络协同完成分布的感知
任务，并采集和使用感知到的数据。这样做的目的是完成大规模的、复杂的社会感知任务。
在群体感知模式下，完成复杂感知任务的参与者不需要具备专业技能。
以众包形式体现的群体感知模式已成功用于照片的地理标记、定位和导航，以及城市道
路交通流量检测、市场预测、观点挖掘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的应用。众包是一种新型的问题解
决模式，以一大群普通的用户为基础，采用自由和志愿的方式分担完成复杂的任务。众包可
在劳动密集型应用中发挥所长，比如图片制作、语言翻译、语音识别等领域。
众包的主要想法是将任务分解后分配给普通用户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每个用户单独无法
完成或不期望去完成的任务。因为不需要着意开发感知模块或者雇佣专业人员，众包可以扩
大感知系统的感知范围，在一个城市或更大的范围中实施。因此，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前，
许多公司都采用了众包模式。例如，P&G、BMW、Audi 都利用众包的优势来提升他们的研
发和设计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空间众包成为热点话题。下面是空间众包的三个运营特征。
● 用户可能请求的是与某个特定地点相关的服务或资源。
● 希望参与任务的移动用户需要到达指定地点去获得相关数据（例如视频、音频或
图片）。
● 获取的数据将被发送到服务请求者那里。随着移动设备使用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由
移动设备提供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可以预测未来空间众包将会比传统众包更受欢迎，
如同亚马逊的 Turk 和 Crowdflower。

2.2

物联网与云平台的互动模式
物联网的终极目标是将网络空间与物理世界进行互联，这被看作信息产业的第三次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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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第一，网络规模变得巨大无比，因为这需要将大量物理世界的实体互联在一起。第二，
网络的移动性增长迅速，因为大量使用了移动和车载设备。第三，各种网络出现更深度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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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为需要将不同类型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第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
定义网络以及 5G 手机蜂窝网络系统等都加速了物联网的发展。
图 2.3 所示为一个三维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体对象可以通过装上设备而互联，
然后智能交互。人与物之间或者物与物之间都是可以通信的。人们用 H2H、H2T 和 T2T 来
分别描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通信。重要的是要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以较低代价连接上任何物体。作为新型的全球范围的网络形态，动态接入物联网的连接
数将呈指数级增长。物联网与特定的应用领域关系密切。不同的应用领域包含有不同的社交
圈或者社群。可以把它们称作物联网领域或物联网网络。
任何时间连接
• 移动中
• 室内和室外
• 晚上
• 白天

• 移动中
• 室内
• 室外（远离 PC）
• PC 端

• PC 之间
• 人与人（H2H），不使用 PC
• 人与物（H2T），使用一般设备
• 物与物（T2T）
任何物体连接

图 2.3

任何地点连接

物联网将地球上的任何物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现互联的物理布局（来源：http://
en.wikipedia.org/wiki/InternetofThings，2016）

传统互联网是机器与机器的连接或者网页与网页的链接。物联网是指日常中每天可见的
实体、工具、设备或者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体（对象）有大有小。
物联网的想法是通过为每个实体对象附加射频识别标签（RFID）、相关传感器或全球定位系
统（GPS）这样的技术将它们连接起来。随着 IPv6 协议的产生，有 2128 个 IP 地址可用来区
别地球上的所有对象，包括所有的移动设备、嵌入式设备、计算机甚至一些生物体。据估
算，一个人的周围平均每天有约 1000 到 5000 个对象。物联网需要能够同时跟踪 100T 个静
态或者移动的对象才能满足需求。因此，物联网需要为所有对象给定唯一的寻址方式。

2.2.1

IoT 感知与平台架构

随着电子、电子机械和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时时用到的设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小。在物联网中，这样的对象被叫作物体，例如计算机、传感器、人、执行器、冰箱、电
视、汽车、移动手机、衣物、食物、药品、书籍、护照、行李等。这些物体都可能参与到商
业、信息和社会过程中。这些参与者能够在有人或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回应“真实的 /
物理的世界”的事件，并通过触发行为或服务来影响这些事件。人们开发了大量的传感器设
备去感知对象和收集信息。传感器节点具有感知、通信和本地信息处理等多项功能。图 2.4
给出的是一个典型的物联网平台的架构。
RFID 技术
提供智慧服务的第一步是收集所处环境、物体和感兴趣对象的相关信息。例如，传感器
可以用来持续监视一个人的物理行为和动作，如健康状况和情绪模式。射频识别技术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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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关键的个体信息，并将信息存储在一个始终附在该个体上的低价芯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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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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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架构及其蕴含的技术

RFID 是一种射频（RF）电子技术，它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自动识别或定位对象、人和
动物。在过去十年中，RFID 系统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和商业系统中，包括制造和物流行业、
零售业、物品跟踪和追溯、库存监控、资产管理、防盗、电子支付、防篡改、交通收费和供
应链管理。
典型的 RFID 应用包括一个 RFID 标签、一个 RFID 阅读器和一个后台应用程序系统。
只要一个简单的 RF 芯片和一个天线，附着在物体上的 RFID 标签就可以存储和标识该物体
的信息。有三种 RFID 标签：被动标签、主动标签、半主动标签。被动标签通过阅读器发来
的 RF 信号获得能源。主动标签由嵌入式电池提供能源，因而有更大的存储容量，功能也多
一些。半主动标签与 RFID 阅读器的通信类似于被动标签，但仍有内部电池支撑着附加模
块。当它在 RFID 阅读器的工作范围之内时，标签中存储的信息会传送到阅读器，进一步输
送到计算机中的后台系统，后台程序会处理这个信息，并控制其他子系统的运行。
传感器和传感器网络
过去十年里，微传感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逐渐在分布式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处理中占据
绝对地位。只有传感器节点的价格足够低廉，才有望被部署于各种环境中。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是空间中分布的一组传感器装置以自组织方式构成的系统，这些传感器监视着物理
环境状态，例如温度、声音、气压，并将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传送给主节点。传感器节点形成
了一个多跳的自组无线网络。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带有通信设施的特定变换器节点分布在不同地点，监视和记录各
种状态信息。通常要监视的数据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光照强度、振动强
度、声音强度、电网电压、化学物浓度、污染程度和机体重要功能等。传感器网络由叫作传
感器节点的多功能监测站构成，这些站点体积小、重量轻、可携带。每个传感器节点都内含
有传感器、微计算机、无线电收发器和电源，传感器根据感知到的数据产生电信号。
用得最多的传感器技术是基于 IEEE 802.15.4 协议的 ZigBee。采用无线射频的 ZigBee
使得数据率低、电池寿命长、网络安全性好。ZigBee 主要用在物联网监视、远程控制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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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用中。许多超市、百货公司和医院都使用了 ZigBee 网络，其数据率可以从 20Kbps 到
250Kbps，最高可以到 100Mbps。ZigBee 设备可以连接成覆盖范围非常大的网络。ZigBee

71

网络可扩展性强，通常用于无线家庭网络（WHAN）。与蓝牙技术或 WiFi 技术相比，ZigBee
技术更简单，价格也更低廉。
下面介绍的物联网基本架构有三层，分别叫作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物联网系统
架构更像是事件驱动的。在图 2.4 中，物联网采用三层架构实现。顶层由驱动服务的应用构
成。底层由各种类型的感知和信息自动生成设备构成，如传感器、ZigBee 设备、RFID 标
签、规划路线的 GPS 导航器等。感知设备在局域或广域范围内连接成传感器网络、RFID 网
络和 GPS 网络等。通过中间层的云计算平台，感知设备收集的信号或信息被传输到各种应
用中。
中间层的移动网络、互联网后端以及各种信息网络中建有信号处理云。在物联网中，
感知事件的含义并不是确定的，也没有结构模型。事实上，这里采用的是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模型。大量的传感器和过滤器收集原始数据。不同的计算和存储云以及网格负责处理
数据并将其转换成信息和知识形式。感知数据综合起来可以为智能应用提供决策。中间层是
一个语义 Web 或者网格。有些部分（服务、组件、avatar）是可以自我参照的。

2.2.2

IoT 价值链与发展路线

据 Gartner 估算，2016 年互联应用中有 64 亿“物体”，比 2015 年增长 30%。这暗示着
物联网产品和应用的巨大市场价值。实际上，是过去十年里无线通信、智能移动设备、传感
器、GPS 服务和大数据应用的飞速增长造就了物联网。传感器是基于光学、触觉 / 压力、化
学和电磁原理构造的。在网络时代，我们得益于生活环境中遍布的 WiFi、蓝牙设备和长期演
进技术（LTE）。同时，云的出现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对物联网大数据的发现、存储和处理。
根据对物联网 PaaS 平台 Xively 的分析，到 2020 年，将有 800 亿个设备连接到各种形
式的物联网平台。据估算，到那时，主流企业会建成约 120 亿个物联网平台。这可能会给企
业带来 30% 的利润增长。由于采用智能传感器自动处理产品的生产，制造业也增长了 35%。
物联网在汽油、天然气能源、采矿业、保险业、智能家居 / 智慧城市、银行业、健康行业、
政府以及军事上的应用，也为这些行业带来了类似的增长。整个计算下来，所有的物联网产
品、设备和平台的年增长率达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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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列举了所有物联网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物联网价值链。物联网价值在不同用户
间分享，如表 2.5 右侧所示，他们分享物联网价值链中的所有价值。物联网价值链涵盖设
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平台供应商和各种应用，占据最大价值份额的是服务促成者，接
下来是网络运营商、系统集成商、服务提供者。网络构件、卖家和顾客则处在价值链的
底端。
表 2.5
物体或用户

物联网中的主要参与者价值链和价值占比估算
物体样本、用户、运营者、供应商、分配者或顾客

估计比率

网络构件

嵌入式芯片，模块，无线调制解调器，传感器，相机，路由器，网关，天线和电缆

智能物体

智能垃圾桶，太阳能电池，温度传感器，灭火器，计费器，自动取款机，相机

网络运营商

频谱分配，网络基础设施，连通性，可用性，记账，顾客服务

15% ～ 20%

服务促成者

软件，设施，技术选择，咨询，方案设计

30% ～ 40%

系统集成商

界面，企业系统集成，应用开发，安全，数据管理，硬件和安装

15% ～ 20%

服务提供者

分析，应用管理器，访问控制，数据管理器，服务质量，服务提供

15% ～ 20%

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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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物体或用户

物体样本、用户、运营者、供应商、分配者或顾客

估计比率

分配者 / 分销商

产品分配，道路服务，前端供应链

未知

客户或顾客

买家服务和用户服务

未知

如图 2.5 所示，在 2000 年的时候，物联网主要应用于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2010 年以
后，垂直市场和无所不在的定位应用成为物联网的主体。将来，物联网会遍布整个物理世
界，那时，我们可以遥控和远程监控每一个远程物体。最终，物联网将使地球上的任何物体
都互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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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的技术路线图

这将使我们日常的生活更加方便，快速、及时地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讯息有助于我们做
出更理智的决策，寿命更长，避免灾难，减少危机中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物联网的增长
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们没有了隐私。罪犯或者敌人可以利用物联网策划更多的
破坏活动。为阻止和避免物联网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制保障措施。
物联网还面临许多挑战，等待人们来解决。具体说来，有隐私问题、分享感知、数据分
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以及云计算。其他待解决的问题则与物联网架构标准化、能
源效率、安全、协议及服务质量等相关。频带和协议的标准化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图 2.6 是
物联网应用发展关键问题的路线图，图中显示了 2010 年到 2025 年物联网应用领域的五个关
键增长点。
2016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有十大主要趋势。本章我们将基于物联网开发者和用户社区
的评价来概述其中一些趋势。物联网的收益有望比过去增长得更快。物联网领域很复杂，涉
及不同学科。安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物联网将在工业应用中获得繁荣，也会在小型
家庭市场获得巨大成功。IBM 和英特尔公司正在努力进入物联网领域，包括认知服务。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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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吸引力也在增大。现在的物联网主要关注其中产生的数据，而不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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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中连接的物体。乐观地看，物联网的炒作已经趋于平静，物联网正在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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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到 2025 年物联网应用领域的五个关键增长点

独立使用和与云平台结合的 IoT 应用

通常情况下，独立物联网关注的是稳定的环境，其中的新应用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质
量：在家里，旅行中，生病时，工作时，慢跑时，在体育馆，等等。这些环境中现在都安
装着一些具备基本智能的物体，大多数时间它们是没有通信功能的。如果为这些物体增加
互相通信的功能，它们与环境交互后，就可以大大扩展物联网的应用范围。这样的应用大致
涉及：交通和物流服务业，健康领域，智慧环境（家庭、办公室、工厂），个人与社交领域。
我们可以区分那些直接的应用与未来的应用，前者是与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的应用，后者
由于技术原因或者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打算采用而暂时处于设想阶段。在后面几节中，我们将
概述上述每一类应用，以及一些未来的应用。在商业和市场中 RFID 技术作用巨大。许多企
业、政府和社区服务都在这些应用中受益匪浅。
这些计划和实施行动将使我们的社会、城市和政府发展得更好，效率更高。典型的
RFID 物联网应用包括零售和物流服务以及供应链管理。
零售和物流服务
RFID 应用非常依赖于零售业、物流服务行业和包裹递送行业的使用程度。特别是零售
业需要对每一件物品贴上标签以便迅捷地处理各种问题：精准的库存，损耗控制，以及维护
那些无人值守的零售点（快速结账的同时减少了货物被盗，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冷链审
计与保证需要食物有标签，那些含有对温度敏感的材料或电子元件的药品也需要标签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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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保或监视那些易腐材料是否完好无损，需要在被保存的物品间、制冷系统、自动数据日
志系统和人类工程师之间建立通信联系。
例如，在杂货店，你购买了一盒牛奶。牛奶的包装上会有一个 RFID 标签，标签上存有
牛奶的保质期和价格。当你从货架上取下牛奶，货架将显示牛奶的保质期，或者将这些信息
无线传送到你的个人数字助手或者手机上。当你离开杂货店，通过商店的门时，门上的嵌入
式标签阅读器会把你购物车中所有商品的价格列出来，并把账单传送到你的银行。顾客购买
了什么商品，生产者一清二楚；每一件商品需要再进货多少，商店的计算机也已经准确计算
出来了。
当你回到家中，把牛奶放进智能冰箱，智能冰箱中的标签阅读器能够检测存放在冰箱中
的每一件物品。它能记录你用掉的食物，计算多长时间后你需要往冰箱里添加东西，并告诉
你什么时候牛奶或其他食物要坏掉了。即使东西被扔进了垃圾桶，它们也是可以被追踪的。
根据你买的商品，你的杂货店可以知道你个人的偏好，他们会每周给你寄送为你量身定制的
特惠商品信息，这样你就不用再去看那些每周一次寄来的针对所有人的特惠商品信息了。
供应链管理
RFID 系统也可以辅助供应链管理，主要是为了管理与整个供应链网络相关的业务或合
作伙伴，涉及产品生产、递送、终端用户的服务要求等。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市场都可以知
道所有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是供应链中任何一方的数量变化，比如供应方、物流提供
76

方、地点和顾客的变化情况等。这种变化会极大地影响供应链的架构，受影响的可能是交易
各方建立电子通信的最基础层，也可能是供应过程的各种更复杂配置，甚至是对快速生产过
程至关重要的工作流安排。
供应线将处理过程、方法、工具和物流方式整合在一起，指导合作的各方按一定顺序高
效地、快速地运行业务。由于全球竞争、价格波动频繁、原油价格涨跌、产品生命周期短、
专业化越来越细、优秀人才匮乏等原因，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使得参
与其中的各个公司必须步伐一致。一个供应链就是一个高效的网络，网络中的各种设施获得
各种材料，把这些材料转换成装配好的产品，最终把这些产品分发给顾客。下面的例子可以
解释物联网是如何辅助供应链的，这种模式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目的是提升商业效率和增
长率。
例 2.3

物联网助力供应链管理

通过供应链管理，企业可以确保他们的供应链运营有效，成本合算。图 2.7 展示了消费
品生产和销售供应链。这个供应链涉及材料或组件供应商、分发中心、通信链、云数据中
心、大量的零售商店、平台协调商（如沃尔玛）、银行等。这些商业合作者通过卫星、互联
网、有线和无线网络、大货车、火车或运输公司、电子银行、云供应商等连接在一起。
传感器、RFID 标签、GPS 服务遍布在整个供应链中。这样的设计理念就是为了提升在
线交易、电子商务或者移动交易 / 事务。供应链管理包括五个主要运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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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划和协商：项目策划书或决策必须说明商品或者服务是如何满足客户需求的。
2. 材料和设备供应：这个阶段需要与原始材料供应商建立紧密的联系，并制定运输、递
送和支付的方案。
3. 制造和测试：测试产品，生产产品，安排运输日程表。
4. 运输产品：接受顾客订单并递送顾客订购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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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网络
产品

对象

RFID
阅读器

制造厂

配送中心

图 2.7

零售

回收中心

多合作伙伴业务管道中的供应链管理

5. 售后服务和退货：在这个阶段，顾客可能退回有缺陷的产品，公司会回应顾客的要
求。许多公司通过使用供应链软件来提升供应链管理的效率。
例 2.4

物联网助力智能电网

智能电网拥有一个智能监控系统，跟踪着系统内所有运转的电流。智能计量表和传感器
将作为现行计量设施的升级换代设备，实时跟踪电能使用情况，这样，任何时候顾客和电厂
都能知道用了多少电。用电可以按“天”为单位计价缴费，高峰时段用电多则缴费更多。在
物联网的支持下，智能电网可以在很多场所得到应用，比如居家、办公室、商店、工厂，又
如分散在各地的反映环境变化的数据的采集、绿色能源生产、消费减少、自然灾害恢复等。
随着无线传感网络、低能耗嵌入式系统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云助力下的物联网系统已经逐
渐成熟，能够支撑智能的、计算强度高的、涉及大量数据的物联网应用。云计算环境也促进
了居家物联网应用的升级。可扩展的、灵活的云支持框架将计算任务和存储需求转移到网络
中，从而降低了电网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例如，当电价最便宜的时候，用户可以让智能电网启动家中的某些电器，比如洗衣机，
或者开动工厂里那些可以在任何时间工作的生产线。在高峰时间，智能电网可以关闭某些设
备以减少用电需求。越来越多的用户可以使用智能计量表来远程查看用电情况，做出用电的
实时决策。当用户不在家时，也可以远程关闭冰箱或空调系统。
基于云的物联网系统应用
让云服务中的计算机理解和处理来自不同领域（例如智能电网、健康系统）的信息，还
是很困难的。使用语义模型后，采用基于本体的方法，可以实现信息间的交互，能够在基
于云的居家物联网中分享数据。如图 2.8 所示，以根云为基础，分散的各个云系统可以互操
作，为健康医疗、能源管理、便利设施、娱乐等提供不同的服务。
服务网关实现了不同的技术、协议、标准和服务，形成了不同的通信能力和各种集成装
置。现在，大多数服务网关实现了定义良好的软件模式和系统，比如 Jini、UPnP 和 OSGi。
另外，主要问题是物联网中各种各样实体间的通信，因为不同对象为不同服务提供不同形式
的信息。语义 Web 技术和模式也可以用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语义 Web 技术能够在居家物
联网应用中实现通信。
近年来，云计算为不同应用提供了新的云服务技术。云辅助的通信系统可能包括不同的
云系统，这些云系统执行着不同的分享资源的策略，这样，即使出现一个独立云系统无法处
理的计算负载大波动的情形，仍然可以维持为用户提供的端到端服务的质量。以前的物联网
架构没有考虑通过云来帮助提升能力。我们认为，完善物联网的功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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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献描述的内容相比，我们提出用一个云辅助层来改进物联网架构，例如，英特尔和
中国移动联合开发的 5G 移动核心网络就是这样做的。
家庭能源管理

家庭娱乐和便利设施

健康医疗

娱乐与便利设施云
智能电网云

健康医疗云
云根数据中心
OSGi/UPnP/Jini 服务网关

GPRS、3G 等

xDSL、WAN 等

电表箱网关
并发组件

智能交换机
AC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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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子网
笔记本电脑
PDA

扬声器

WiFi 子网
DC

体域子网

UWB 子网
DV

人体
传感器

冰箱

图 2.8

2.2.4

监测仪器

媒体服务器 HDTV

传感器

智能电表

接入点
机顶盒

打印机

MP4

ZigBee
子网
智能
恒温器

GPS

智能
手机

面向家庭环境的物联网云平台系统

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的发展

2016 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到 2050 年，70% 以上的人口将生活在
城市里。这些城市中，60% 以上是不发达的城市。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是：经济驱动，能
源驱动，浮华驱动。为了构建智慧城市，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高度智能、以人为本的居住环
境。可以借助从物联网和云平台得到的大数据来实现智慧城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像物联网
和云这样的新技术，使得大数据可视化、可分析、高度可响应。
例 2.5

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城市的构建方案

REDtone 是一家建设智慧城市的公司。他们的方案是采用众包的方式，通过智能手机，
从居民和来访者那里获取大量实际数据。城市管理使用大数据对事件进行有意义的分类，预
测灾害，最终目的是让城市安全、便利和宜居，使人们工作开心，游玩快乐。他们的众包群
体包括那些用 iOS 或者安卓智能手机运行 CityAct 应用的人。项目的初始目标是帮助人们识
别高犯罪区域，避免道路修补路段，逃离火灾或者恐怖袭击。表 2.6 列举了智慧城市应具有
的特征。
表 2.6
物联网特性
环境监测

运用物联网设备和平台构建智慧社区或城市
功能需求

温度、一氧化碳、火灾危险、噪音控制、
气流、地震等

感知设备或框架
传感器、计量表、传感器网络、监测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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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物联网特性

功能需求

感知设备或框架

交通强度监测

交通容量、道路占有量、车辆速度、队列
RFID、城市主要入口的传感器、GPS 接收
长度、人行横道等
器等

河流、海洋和天气监测

水质、水位、水流传感器、气候和洪水预
测量设备、传感器（例如 pH 传感器）、流
警、飓风、龙卷风、海啸等
量计量表等

室外停车和管理

停车时间、支付、违章、盗窃、受困的孩
停车传感器、计费表、指引标记、监控摄
子、空闲停车场指引等
像机等

智慧的居民群体感知
智慧垃圾管理

检测和阻止意外发生、骚乱、恐怖袭击等
城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垃圾倾倒、地
面监控等

智能电话应用、推特信息、GPS 等
垃圾桶中的传感器、垃圾车、排污口等

智慧城市必须能避免公共设施或私有财产被破坏或掠夺。环境保护、交通和污染监测
只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例子。REDtone 的设计者也考虑与推特、SMS、WhatsApp、脸书和
微信合作，以帮助城市避免犯罪和袭击。扩展传感器、计费表和 GPS 的用途后，这些设备
也可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派上用场，电视、iPad 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可视化信息也可加以
80

利用。
构建基于云的物联网医疗系统、日常护理中心，或者帮助老年人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生活辅助设施，都可以借助智能物联网来实现。构建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教室、智慧
医院和智能家居，都是为了共同的或具体的目标，例如，在紧急情况下（比如火灾、战争或
地震时）能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居民。图 2.9 所示为一个基于混搭网络服务的城市物联网设计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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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联 网 和 智 慧 城 市 的 设 计 概 念（来 源：A. Zanella et al.,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mart
Citie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1, no. 1 (2014).）

城市物联网系统采用网络服务的方式构建，这需要为网络的不同元素部署合适的协议
层。每个物联网节点或网关都需要部署协议栈。除了通信协议中的关键元素，我们还需要确
定链路层技术，以连接物联网中的不同设备。具体细节可以看参考文献 [22]。

81

54

第一部分 云平台、大数据与认知计算

2.3

在云平台上的数据收集、挖掘与分析
大数据分析，就是通过检查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大数据），揭示其中隐含的模式、未

知关联和其他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带来商务智能或者科学
发现，例如更有效的市场或收益增长。大数据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数据科学家和其他用
户分析大量的交易信息，以帮助公司做出更好的决策，这些数据可能是传统商务智能程序忽
略了的。

2.3.1

数据质量控制与表达

多年来，高性能计算（HPC）系统强调单纯速度性能，但是现在高性能计算的关注焦点
已经转移到高吞吐量计算（HTC）。高吞吐量计算模式更关心高通量多值的互联网搜索和服
务，这样的服务是数百万用户同时请求的。性能目标就这样转变为度量高吞吐量，或者每个
时间单元里能完成的任务数。
2015 年， 据 估 算 地 球 上 存 储 的 各 种 形 式 的 数 据 总 量 超 过 300EB， 年 增 长 率 是 28%。
然 而， 各 种 数 据 源 间 的 数 据 传 送 总 量 大 约 是 每 年 超 过 1900EB（www.martinhilbert.net/
WorldInfoCapacity.html）。过去，大多数信息是模拟数据。2002 年以后，数字存储设备得到
广泛使用，而且迅速替代了大多数模拟设备。表 2.7 显示 2007 年只有 6%（19EB）的模拟数
据，而 94%（280EB）的数据存储在数字化设备上。模拟数据主要存储在音频 / 视频磁带中
（94%）。数字化信息则分布于各种存储设备上。个人电脑 / 服务器的硬盘驱动器占据了其中
的大多数（44.5%），包括那些在大型数据中心里的计算机。占据第二份额的是 DVD 和蓝光
设备（22.8%）。显然，现在占据第二份额的存储设备是外存储器。
表 2.7

2007 年全球信息存储容量

技术
模拟，19EB，占总量的 6%

数字，280EB，占总量的 94%

存储设备

占比

纸张、胶片、音频磁带和黑胶唱片

6%

模拟视频磁带

94%

便携式媒体和闪存驱动器

2%

便携式硬盘

2.4%

光盘和迷你光盘

6.8%

数字磁带

11.8%

DVD 和蓝光

22.8%

个人电脑 / 服务器的硬盘

44.5%

其他（存储卡、软盘、移动电话、PDS、相机、视频游戏等）

<1%

数据获取包括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和数据预处理。大数据获取时，一旦采集到原始数
据，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效的传输机制，把数据送到一个合适的存储管理系统中，以支持不
同的分析应用。采集到的数据集有时包括许多冗余或无用的数据，它们额外占据了存储空
间，影响了后续的数据分析。表 2.8 概括了主要数据采集方法和预处理操作。
表 2.8

大数据采集方法和主要的预处理操作

采集来源

日志、传感器、网络爬虫、数据包捕获、移动设备等

预处理步骤

集成、清理和消除冗余

数据生成器

社交媒体、企业、物联网、互联网、生物医学、政府、科学发现、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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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传感器的环境监测数据中经常出现大量冗余数据。可以用数据压缩技术减少数
据冗余。所以，数据预处理对于确保有效的数据存储空间和数据使用都是不可缺少的。数据
采集利用特定的数据采集技术，从特定的数据产生环境中获得原始数据。下面，我们将分别
介绍一些通用数据采集和生成源、数据生成器。
日志文件
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数据采集方法，日志文件是由数据源系统自动生成的记录文件，它
们按照设计的特定格式记录活动，以备后续的分析所需。几乎所有的数字设备上都有日志文
件。例如，Web 服务器在日志文件中记录了大量 Web 用户的点击、点击率、访问和 Web 用
户的其他档案记录。为了获取用户在网站的活动，Web 服务器主要使用三种日志文件格式：
公众日志文件格式、扩展日志格式和 IIS 日志格式。
82

时也用数据库而不是文件来存储日志信息。其他的基于数据采集的日志文件，还有金融应用

~

这三种日志文件都是 ASCII 码文本格式。为了提高在大量日志中查询数据的效率，有
中的股票指标、网络监控和交通管理中的运营状态测定等。

83

获取网络数据的方法
现在，网络数据采集是通过网络爬虫、分词系统、任务系统和索引系统等合作完成的。
网络爬虫是搜索引擎使用的一个程序，主要用于下载和存储网页。简单地说，网络爬虫从一
个初始网页的统一资源定位器（URL）开始，访问链接的其他网页，在这个过程中，爬虫将
所有检索得到的 URL 进行排序并存储起来。网络爬虫按照 URL 队列中的先后顺序得到一个
URL，然后下载其对应的网页，识别网页中所有的 URL，抽取这些新的 URL 并放到队列中。
这个过程重复进行直到网络爬虫停止工作。在基于网页的应用中，例如搜索引擎或者网
页缓存，通常都使用网络爬虫采集数据。传统网页抽取技术提供了各种有效的方案，在这个
领域的研究相当多。随着越来越多的网页高级应用出现，需要能够处理富互联网应用的抽取
技术。现在的网络数据采集技术主要包括传统的基于 Libpcap 的数据包捕获技术、零拷贝数
据包捕获技术，以及一些特定的网络监控软件，例如 Wireshark、SmartSniff 和 WinNetCap。
表 2.9 总结了一些影响数据质量的特性和因素。我们介绍这些用于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架构和工具，这里的总结无法覆盖该领域的所有研究进展，只能介绍该领域中一些关键概
念及一些代表性的工具或者数据库模型。大数据源于商业交易、文本和多媒体内容、定性知
识数据、科学发现、社交媒体和物联网感知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一般都很差，因为数据量
太大，而且由于数据类型不可预知导致数据呈现出多样性，缺乏可追踪性导致其真实性受到
质疑。
表 2.9
分类

自身特性及使用相关性

表示和可视化

可访问性和安全性

影响数据质量控制、表示和数据库操作的特性

特性

基本定义和问题

准确性和真实性

数据正确性和可信性；真实、虚假或准确？

完整性和信誉

有偏见的或无偏见的数据？数据源的信誉度？

相关性和价值

数据与当前任务的相关性？能否增加价值？

数据卷和完整性

数据卷被测试过吗？有任何价值吗？

可理解性

数据清晰度和易于被无歧义地理解

可解释性和可视化

数据完好地表示成数目、文本、图形、图像、视频、配置文件或元
数据等

访问控制

数据可用性、访问控制协议、易于检索

安全防范

对变更或删除操作的限制或完整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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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质量控制涉及四个循环阶段：（1）识别影响数据质量的重要特性；（2）度量或评
估数据质量水平；（3）分析数据质量和主要问题；（4）给出提高数据质量的具体行动步骤。
不幸的是，上述这些任务都不容易完成。表 2.9 中，我们介绍了影响数据质量控制的重要因
素。在这些影响数据质量控制的因素里，自身特性、表示特性以及访问控制机制是同等重
要的。
数据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四种主要的大数据表示模型是：
（1）< 键，值 >
对， 这 经 常 用 于 在 MapReduce 操 作（在 第 8 章 介 绍） 中 分 配 数 据，Dynamo Voldemort 使
用 的 就 是 键 – 值 对；（2） 表 查 找， 或 者 关 系 数 据 库， 如 谷 歌 的 BigTable 和 Apache 的
84

Cassandra 软件；（3）图形工具，例如 Spark 中的社交图分析工具 GraphX ；（4）特定的数据
库系统，例如在大数据社区中经常使用的 MongoDB、SimpleDB 和 CouchDB。
数据科学、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是紧密相关的。很多情况下，这些术语是可
以互相替代的。这些大数据技术要素构成了一个基于统计学、机器学习、生物学和核方法的
大数据价值链。统计学方面涉及线性和逻辑回归。决策树是典型的机器学习工具。生物学方
面指的是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集群智能。核方法主要是使用支持向量机。
与传统数据集相比，大数据通常包括大量非结构化的、需要实时分析的数据。而且，大
数据带来了发现新价值的机会，帮助我们获得对隐含价值的深度理解，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例如，如何有效组织和管理这些数据。现在，大数据已经引起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
广泛兴趣。最近，大数据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们日常的生活，特别是与互联网、Web 和
云服务相关的那部分。
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急剧增多。云计算提供了安全措施、访问网
址和数据资产渠道。在物联网模式中，遍布世界的传感器正在收集和传送数据，这些数据将
在云里存储和处理。现有企业的 IT 架构和基础设施远远无法满足未来大数据在数量和数据
间关系上的存储和处理需求，而存储和处理的实时性要求也会给现有的计算能力带来巨大挑
战。下面的例子重点展示一些代表性大数据的价值，这些价值都是因为数据量足够大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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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
大数据发现和集成
目前的数据远远超过了现有企业的 IT 架构和基础设施的存储容量和处理能力，其中主
要的数据类型是互联网数据、感知数据等。这是大数据的第一步。以互联网数据为例，大量
的数据是搜索条目、互联网论坛上的帖子、聊天记录、微博消息等。单独来看，这些互联网
数据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将这些大数据集成后再分析，一些诸如用户习惯、爱好等有
用信息就被发掘出来了，而且甚至有可能预测用户的行为和情感模式。
更重要的是，加上那些纵向的或分布的数据源，产生的数据集规模更大，更加多样化，
也更复杂。这些数据源包括传感器、视频、音频、点击流等。现在，一些主要的大数据源是
企业的运营和交易信息、物流业和物联网的感知信息、互联网上人们的交互信息和位置信
息，以及科学研究中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在容量上远远超过现有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
处理能力，对数据的实时处理要求也迫使现有计算能力要突破其限制。
加载是这三者中最复杂的，加载包括转换、复制、清洗、标准化、筛查以及数据组织。
可以用虚拟数据库来查询和聚集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库中并不包含数据。
相反，这个数据库中存放的是与实际数据或其位置相关的信息或者元数据。这种“存储 – 读
取”方式不能满足数据流或者搜索程序和应用的高性能需求。和查询相比，这些方法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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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具有更多动态性，而且必须在数据传送过程中被处理。
通常，数据集成方法都与流处理引擎和搜索引擎相关。
● 数据选择：对于需要做数据发现的样本数据，选择一个目标数据集或样本子集。
● 数据转换：通过删除无关变量来简化数据集。然后，根据目标或任务的需要，分析
出可用于代表这批数据的特征。
● 数据挖掘：基于数据的某个特定表示形式或一组表示形式来查找感兴趣的数据模式，
这些表示形式可能是分类规则或分类树、回归模型、聚类等。
● 评估知识表示：评价知识模式，用可视化技术形象地表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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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存储、清洗和集成
这里指的是在确认数据来源的可靠和可用时，对大规模数据集的存储和管理。数据的爆
炸式增长使得对数据存储和管理的要求也更严格。我们认为大数据的存储是大数据科学的
第三个要件。存储设施需要提供具有可靠存储空间的信息存储服务，同时提供有效的访问界
面，以满足对大量数据的查询和分析之需。
对大数据的大量研究促进了大数据存储机制的发展。现有大数据存储机制自底向上可以
分成三种：文件系统，数据库，编程模型。文件系统是上层应用的基础。谷歌的 GFS 是一
个可扩展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支持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密集型应用。GFS 使用廉价的商业
服务器保证容错性，提供给顾客高性能的服务。微软开发了 Cosmos 以支持其搜索和广告业
务。脸书采用 Haystack 来存储大量的小尺寸照片。
确定清洗数据、预处理数据的策略是很重要的，这些策略是根据需求来确定的，包括如
何处理数据中缺失的部分和发生变更的部分。进行数据清洗时，需要识别不正确的、不完整
的或不合理的数据，然后修改或删除这些有问题的数据以提高数据质量。数据清洗通常包括
五个互补的过程：定义和确定错误种类，搜索和识别错误，修正错误，将错误类型和错误例
子记入档案，修改数据录入过程以减少未来出错的可能性。
数据清洗过程中，需要检查数据的格式、完整性、合理性和所受限制。数据清洗对于维
护数据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在很多领域里都得到应用，比如银行、保险、零售业、电信和交
通管制等。在电子商务中，大多数数据是电子采集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数据质量问题。
传统的数据质量问题主要来源于软件缺陷、定制错误或者系统配置错误。部分电子商务采用
爬虫以及定期转录顾客和账户信息的方式进行数据清洗。
数据集成是现代商业信息化的基石，其综合来源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为用户提供一个
统一的数据视图。这是传统数据库成熟的研究领域。曾经有两种方法被广泛采用：数据仓库
和数据联合。数据仓库技术包括一个 ETL（提取、转换和加载）过程。提取过程包括连接到
数据源，然后选择、采集、分析、处理必要的数据。转换是指执行一系列规则，将提取的数
据转换成标准形式。加载意味着将提取、转换得到的数据存入目标存储设施中。

2.3.2

数据挖掘与分析

我 们 将 数 据 挖 掘 分 成 三 类， 即 关 联 分 析、 分 类 和 聚 类 分 析。 将 机 器 学 习 分 成 三 类：
（1）有监督学习，例如回归模型、决策树等；（2）无监督学习，例如聚类、异常检测等；
（3）其他形式的学习，例如强化学习、迁移学习、主动学习和深度学习（见图 2.10）。数据
挖掘和机器学习是紧密相关的。数据挖掘是在大数据集中发现模式的计算过程，涉及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数据库系统的综合应用。数据挖掘过程的整体目标是从数据集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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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息，并转换成一种可理解的结构以备将来所用。除了原始的分析，还涉及数据库和数据
管理、数据预处理、数据建模和推理思考、兴趣度量、复杂性研究、对发现的结构的后处
理、可视化以及在线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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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的关系

机器学习研究算法的构建和学习，这些算法可以从数据中学习或者根据数据做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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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从输入的样本数据中构建模型，从而得到基于数据的预测或者决策方案，而不是严格地
遵循程序的指令。这两个术语容易混用，因为它们通常使用同样的方法，而且高度重叠。机
器学习更接近于应用和用户端。它关注的是根据训练样本集学习得到的特性来做预测。
数据挖掘更接近于数据源。它关注从数据中发现未知的特性，也是在数据库中发现知识
的分析步骤。如图 2.10 所示，典型的数据挖掘技术被分成三大类：关联分析，包括 Apriori
和 FP-growth 算法；分类，包括决策树、支持向量机（SVM）、k 最近邻（KNN）算法、朴素
贝叶斯和贝叶斯信任网络，以及人工神经网络（ANN）；聚类分析，包括 k 均值、层次聚类
和无噪声应用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
有监督机器学习
有监督意味着机器学习（ML）方法是用标注过的样本数据集进行训练的。这类方法包
括回归模型、决策树、支持向量机、贝叶斯分类器、隐马尔科夫模型和深度学习，这些都将
在第 6 章予以介绍。
无监督机器学习
这 类 方 法 在 建 立 预 测 模 型 时， 没 有 用 样 本 训 练。 这 类 方 法 包 括 降 维、 主 成 分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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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聚类等，也将在第 6 章予以介绍。
其他机器学习技术
这一类包括强化学习和马尔科夫决策过程（MDP），它们提供了一个根据环境信息决策
建模的数学框架，输出部分是随机的，部分会受控于决策者。另一类是迁移学习模型，这类
方法的目的是减少所用的时间，降低劳动强度，从而节省成本。在迁移学习中的标注和确认
操作后，就可以建立数据集。

2.3.3

在云平台上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在网络服务器的日志、互联网点击流数据、社交媒体活动报道、移动手机的呼叫记录、
物联网设备或传感器捕获的信息中，大数据的来源必须受到保护。大数据分析可以采用的软
件工具通常用于高级分析中，例如预测分析和数据挖掘。图 2.11 对比了今天的云分析与过
去传统小数据集上的基本数据分析在目标和需求上的不同（基于 2016 年的标准）。

分析能力

小数据集（MB~GB）

大数据集（TB~PB）

高级分析

云分析

使用先进技术处理
小数据集来预测未
来情况

可以融合大规模不
同的数据类型来提
高预测和实时分析
能力

基本分析
依赖于历史观测来
避 免 过 去 的 错 误，
重现过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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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从系统的角度来
看，随着工作流分
析越来越精简和自
动化，数据变得更
加可靠

预测和实时
分析能力

准确的历史
观测

数据大小

图 2.11

从小数据集（MB ～ GB）的基础分析到大数据集（TB ～ PB）的复杂云分析的演变

过去，我们处理数据容量为 MB ～ GB 级的“小数据”对象。2015 年的标准数据显示，
在 X 轴方向，从小数据转变到“大数据”，数据容量从 TB 增加到 PB 级。而在 Y 轴方向，
我们按两列由下向上显示了分析能力的两个层级：准确的历史观测、预测和实时分析能力。
性能空间被分为 4 个子空间：
1. 小数据上的基本分析依靠历史观测数据，帮助避免过去的错误，以借鉴过去成功的历
史经验。
2. 小数据上的高级分析系统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分析未来的场景，以提升分析能力。
3. 现在来看云计算，大多数现有的云以流水线方式提供更好的协同分析工作流和自动方
式，但仍然缺少预测能力和实时处理能力。
4. 对于理想的云分析系统，我们期望能够以流模式处理可扩展的大数据，同时拥有预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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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数据分析使用合适的统计方法，分析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数据，在大批量有噪声的
数据中精选、抽取和精炼有用信息，识别其中与主题相关的内在规律，以便发挥数据的最大
功用和价值。数据分析作用巨大，既可以指导国家制定发展计划，也可以帮助企业理解用户
需求，预测市场趋势。对特定类型数据的分析更能体现大数据分析的价值。因此，许多传统
数据分析方法仍然被用于大数据分析。后续会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传统数据分析方法，其中
有些是来自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
数据分析系统经常用于云中的机器分析和机器学习任务。表 2.10 总结了一些大数据分
析方法和常用工具。下面简要介绍这些数据分析操作，更多介绍放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原始数据可能是结构化的（例如关系数据库），或者是半结构化的文本，也可以是图形或者
视频数据，甚至是分布在网络上的各种数据。用于发现知识的方法可能是数学方法或者非数
学的，可能是推理，也可能是归纳。发现的知识可用于信息管理、查询优化、决策支持、过
程控制或数据维护。
表 2.10

一些大数据分析方法和实用工具

传统方法
数据分析方法
常用分析工具

大数据方法和工具

聚类、因子、相关性、桶测试、回归、 Bloom 过滤器、散列法、索引、MapReduce、Hadoop、
统计、数据挖掘等
Spark、Yarn 等
R、Excel、Rapid-i (RapidMiner)、LNMINE、Impala、Spark MLlib、GraphX 等

挖掘方法通常分成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数据库方法。机器学习又进一步分成
归纳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遗传算法等。神经网络方法可以分成前馈神经网络、自组织神
经网络等。数据库方法主要包括多维数据分析或者联机分析处理（OLAP），以及面向属性归
纳的方法。
人们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挖掘算法，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统计
学、数据库社区等。2006 年，IEEE 的数据挖掘系列国际会议上，通过一个严格的评选程
序，确定了十大有影响力的数据挖掘算法，包括 C4.5 算法、k 均值算法、支持向量机方法、
Apriori 算法、EM（最大期望）算法、朴素贝叶斯方法、Cart 算法等。这十个算法涵盖了分
类、聚类、回归、统计学习、关联分析和互联挖掘。而且，其他先进的算法，例如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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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传算法，可以被用于认知领域的数据挖掘。常见的数据挖掘应用领域有游戏、商业、科
学、工程和监管等。数据挖掘也经常被看作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
例 2.6

云上的数据分析应用系统情境

图 2.12 所示为在现代云上运行大数据分析的工作流。这个图说明了数据从可能的来源
（比如关系数据库或者数据仓库）到数据管理阶段所涉及的预处理、过滤、融合以及其他转
换操作。清洗过的数据集进入分析建模阶段。最后，分析被选中的模型。这里有两个反馈循
环。分析过的数据反馈给底层循环以训练建模过程。高层的循环反馈回预处理阶段，不断迭
代这个处理过程以达到优化的目的。
数据分析将为未来的所有智能云提供必要的系统支持。图 2.12 显示的是不同云上数
据分析应用的系统情境。这些包括（图中顶层的）数据云、云计算平台即服务的云（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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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和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分析云。图中的中间层支持物联网感知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
图的底层方框中是各种类型的应用。其中，谷歌地球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基于地理信息
系统的导航和定位应用。由此可见，大数据如果与云和物联网的智能应用结合起来，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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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
数据云

可扩展性

分析云

遵循很多标准，如 XSD
EEML、SensorML 等
通 过 数 据 存 储 云 访 问，
如 Pachube、XML、JSON、
CSV 等

动 态 缩 放（例 如 Azure
云 平 台 即 服 务、Azure 存
储）
Aneka 中 间 件（用 于 可
扩展性和经济性）

分析算法：异常、插值、
模式识别等。多版本和使
用 MEF 动态加载

在微软 Azure 云平台上的传感器数据
分析和虚拟化可扩展的 asp.net MVC 应用

新的智慧环境，桌面或
网络虚拟化

图 2.12

其他数据呈现

基 于 Web 的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软 件 Mutopia， 谷 歌
地球

在不同云上的数据分析应用系统环境（来源：J. Gubbi et al.,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 Vision, Architectural Ele 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9 (2013).）

在美国，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了拓扑学数据分析程序，目的是发现大规模
数据集的基本结构。为了使用大数据分析，大多数用户宁愿使用云集群中的固态硬盘（SSD）
和分布式磁盘这样的直接连接存储。传统的存储区域网络（SAN）和网络连接存储速度太
慢，已经不能适应大数据分析的需要。云设计者必须考虑系统性能、商品基础设施、低成本
和对查询的实时响应等问题。
云访问的潜在问题也是云使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关注点。随着数据集的急剧增长，另一
个关注点是可扩展性。共享存储具有快速的优势，但是缺乏可扩展性。大数据分析的专业人
员宁愿采用大集群中的分布式存储，因为这样具有可扩展性，价格也低廉。制造业的大数据
需要透明的基础设施。未来的制造业需要的是接近于零的停工期、生产有效性和高生产率。

2.3.4

支撑大数据分析的云资源

云生态系统正在向着大数据应用变化。云计算、物联网感知、数据库和可视化技术是大
数据分析必不可少的。这些技术是认知服务、商务智能、机器学习、人脸识别、自然语言等
的基础。我们将在第 9 章介绍一种叫作张量的多维数据向量，在 TensorFlow 的库中有这样
的内容。其他对大数据管理很重要的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分布式文件系统、移动网络、深度
学习芯片和基于云的基础设施。
大数据云平台架构
通常，我们采用层次结构构建大数据计算云，如图 2.13 所示。底层是基础设施管理，
处理资源供应，部署可用资源，监控整个系统的性能，并安排云中的工作流。所有大数据元
素采集自数据池中的各种源。数据可能是结构化的，也可能是非结构化的，或者是流模式中
流动的数据。这样的数据池存储的不仅有大数据的原始数据，而且包含其元数据。
在中间层，我们需要提供各种视图和索引，使数据可视化和易于被访问。这包括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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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语言转换机制、实体关系、图分析、流索引等。其上一层是云处理引擎，包括数据
挖掘、发现和分析机制，以实施机器学习、警报和数据流处理操作。在顶层，我们需要报告
和展示分析结果。这一层包括可以提供仪表板式报告和查询界面的可视化技术。展示形式可
以是柱状图、条状图、图表或者视频等。
可视化报告
仪表板 查询接口
分析和发现
警报 数据流处理

机器学习

地理数据

视图和索引
语言转换 实体
机制
关系

图 流
分析
索引

数据池
数据管理的元数据
结构化 / 非结构化流数据

供应

图 2.13

基础设施管理
部署 监控 工作流

大数据处理和分析应用的云平台的分层开发

大数据处理引擎中的工作流
图 2.14 展示的是典型大数据分析云中的工作流概念。大数据就是从顶层各种数据源得
到的数据块或者数据流。云平台资源被分成四个基础设施部分：主要是通过云核心的大服务
器集群来存储、检索、转换和处理数据流。管理设施和安全单元控制着左半边的数据流。中
部的数据流控制机制通过左部的云引擎来管理和保证数据流动的安全。这个引擎要执行各种
数据的转换工作，包括采集、聚合、匹配和数据挖掘，然后才把抽取的或存储好的数据提供
给底层的各种应用。
云分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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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的是设计大数据应用的智慧云必须涉及的核心主题。在云分析系统的支撑架构
中，数据基础设施通过云控制数据流，数据转换部分是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的核心，管理和
安全机制保护着云存储和处理引擎，加强数据的隐私和访问控制。
● 非结构化数据：传统关系数据库不支持非结构化数据。因此，要用 NoSQL 来处理
来源于有噪声的、脏数据源的不完整数据。这些数据通常缺少真实性或者不可追踪。
许多博客或社交信息很难验证，这就需要数据过滤和完整性控制措施。
● 社交图、API 和可视化工具是有效处理非结构化社交媒体数据所必不可少的。这需要
物美价廉的云和分布式文件系统用于聚合、存储、处理和分析大数据。可以采用自
底向上的分析策略来揭示大数据中的未知结构和模式。
● 大数据云需要一些用于数据分析的软件工具。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介绍一些大数据
分析用的开源或者商业工具。这些工具只有集成在一起才能使它们的协同效果最大
化。商务智能也应该升级到可以做归纳统计，或者能支持关键决策中的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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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学习和云分析算法大量用于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或深度学习。第 6 章将讨
论这些内容。数据科学家必须有足够的领域知识、统计数据挖掘知识、社会科学和
编程技能，这些都需要跨领域的各行业专家一起合作。
● 数据管理和安全需要数据隐私、完整性控制、SLA 遵从性、可审核性、信任管理等
技术。全球范围内都应该部署安全控制。数据私有化保护应该在更细致的层面上进
行访问控制。
数据资源

数据对象

多样性

速度

数据处理

容量

数据基础设施
采集
安全性

聚合
调节

匹配

锁相回路

管理设施

存储与检索
聚合

伪匿名

数据挖掘

匿名

数据使用
商业

健康医疗

政府

…

科学研究

95
~

社交网络

图 2.14

2.4

大数据计算应用中现代云系统的概念架构

神经形态硬件与认知计算
人类的认知和智能是互相紧密支持的。这很像把机器智能与计算中的认知服务器连接在

一起。本节我们将机器智能与大数据应用连接起来。机器智能是物联网感知和数据分析能
力与智慧云结合的产物。我们将比较最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认知计算技术和原型系统，介绍
IBM 公司在 Almaden 研究中心的 SyNAPSE 研究计划，以及谷歌的 Brain 团队和 DeepMind
项目。

2.4.1

认知计算与神经形态处理器

认知科学是跨学科的，它涉及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系统科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
它横跨了很多分析层次，从低层次的机器学习和决策机制，到高层次的用神经形态电路构建
类脑计算机。认知科学的概念与思维有关，这种思维可以通过神经系统的结构表征，并通过
这些结构起作用。
神经信息学试图将信息科学的研究和脑建模联系起来，从而促进这两个科学领域的研
究。传统的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学促进了大脑数据处理和控制。通过硬件和软件技术，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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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大脑建模方面做各种研究，比如利用数据库、建模和通信技术等。或者反过来，神经科
学的更多发现可以帮助开发新的类脑计算机模型。认知计算是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两个
领域合作的结果。
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像人类学习那样计算的计算机，方法是通过训练使其具
备人类的感觉和智能。这样的类脑计算机可以采用特定的能够模拟人脑基本功能的硬件和
软件来构造。这种计算机能够处理模糊问题，具备主动认知功能。它能够处理传统计算机不
能处理的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以及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一
个认知机器，它能模拟人脑模型和感觉，可以学习、推理、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具有自主
性，而且不会疲劳。
要想实现认知计算，我们面临着一大类新问题，必须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可计算性设计方
案，才能让认知计算的硬件和应用更有效、更有影响力。这样的系统是一个综合系统，不仅
是各种信息的综合，而且是各种影响、情境和观点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认知计算
系统使一些被定义好的“情境”可计算。IBM 的研究者创造出了神经形态的系统，这个系统
可以在一定规模内学习，可以根据目标进行推理，可以自然地与人交互。
什么是神经形态计算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Carver Mead 第一次提出了神经形态计算这一名词，即采用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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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集成（VLSI）模拟电路模仿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现在这个术语已经被扩展到用来描述
模拟、数字、模拟 / 数字混合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系统。这些系统实现了神经系统的
模型，这个模型可用于知觉、电机控制、多感觉的综合应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是
理解单个神经元、电路、系统和目标应用在形态学上的相互作用。这涉及用机器学习或者深
度学习来设计人工神经系统的应用，例如视觉系统、头眼系统、听觉处理器和自主机器人。
在传统的冯·诺依曼架构计算机中，CPU 顺序执行取自存储器的指令。相反，神经形
态计算系统采用了在大量神经元上计算的连接模型，每个神经元与其他成千上万个神经元通
过突触通信。不同研究中心正在实施的项目开发了这种架构，并且正在开发利用神经计算机
优势的编程环境。30 多年前，Mead 就发现了生物计算消耗的能量特别小。然而，工业界的
跟进还很有限，直到最近几年，关于人工智能和认知服务的研究兴趣才出现高潮。
认知计算和应用的系统特征
神经形态系统重新定义了人类和他们周围的数字化环境间的关系。神经形态系统扮演的
是用户的助理或教练的角色，在许多环境下，它可以虚拟地自动运行。一般有三种方法用于
认知计算应用：（1）使用计算机或者云服务器上的软件库来实施机器学习；（2）使用替代表
示形式和算法来建立人工神经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间的联系；（3）用神经芯片实现类脑计算
机，以实现机器学习和智能。认知系统的计算结果可以是建议、指令或者实际的指导。认知
系统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 自适应学习：认知系统可以在信息、目标和环境发生变化时进行学习。它可以解决
模棱两可的问题，能够容忍不可预测性。认知系统可以被改造成实时或近实时地处
理动态数据。
● 与用户交互：用户可以以向系统提出需求的方式来训练系统。系统也可以与其他处
理器、设备和云服务交互，就像与人交互一样。
● 迭代和状态性：如果一个问题的陈述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不完整的，系统可以通过提
问或者寻找额外的源输入来重新定义问题。系统会通过迭代“记住”以前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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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发现的上下文相关性：系统可以理解、识别和抽取上下文元素，例如意义、语
法、时间、位置、合适的领域、规则、用户偏好、过程、任务和目标等。系统可以
借鉴多个信息源的信息，包括结构化的和非结构化的数字信息，也可以是感官信息
输入，例如视觉、姿势、听觉等，或者是传感器提供的信息。
认知计算平台已经在商业中应用，并且开始进入现实生活。接受和使用这些认知计算平
台的组织开发了很多应用，每一个应用都是用现有功能的组合来实现其特定的使用情境的。
现实世界这样的使用例子包括：语音理解、情感分析、人脸识别、选举观点、自动驾驶
和深度学习应用。在认知计算平台供应商的博客网站上，有更多的例子帮助阐明一些现实生
活应用的可能性。
认知系统不同于现有的计算应用，因为它们不是简单列举，而是基于预先设定的规则和
程序来计算。它们可以执行基本的计算，同时也能推理，甚至基于广泛的目标进行推理。同
时，也可以在现有的信息系统中集成或利用认知计算系统，可以是扩展应用领域，或扩展特
定任务的界面和工具。一些现有商业应用已部分具备了上述特征。
神经形态处理器和神经处理单元
几十年来，CPU、GPU 和 DSP 一直是传统通用计算、图形处理和信号处理应用的芯
片。现在，为了满足深度学习和认知应用的需求，芯片制造商急需升级芯片。过去，大多数
CPU 和 GPU 芯片促成了多核或者众核的微架构。然而，机器学习算法是在这些芯片上用软
件实现的，这样基于传统 CPU 和 GPU 的实现可能无法满足实时响应的性能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逐渐开发出了很多特定应用或者神经形态处理器，例如张量
处理单元（TPU）或者神经处理单元（NPU）。这些新的芯片就是用来加速训练、学习和人
工神经网络（ANN）或者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应用的。我们将在第 7 章介绍 ANN
和 DCNN。 表 2.11 总 结 了 几 种 神 经 形 态 处 理 器 或 者 认 知 处 理 器， 它 们 是 近 几 年 由 IBM、
Nvidia、Google、Intel、Qualcomm 和中国科学院（CAS）研制的。
表 2.11

2016 年之前开发的神经形态处理器和神经处理单元

处理器
Nvidia 特斯拉 P1000 GPU

简要的技术描述和当前状态
Nvidia 为 OpenAI 项目开发的针对超级计算机 DGX-1 上 AI 应用中的流处理、
图处理和深度学习。GPU 必须与 CPU 联合工作

英特尔的 Kinghts Hill 处理器基于 10 纳米的众核技术。它是从 Xeon Phi 处理
英特尔 Xeon Phi 处理器 Knights
器扩展的，目的是加速深度学习应用。与 GPU 或 TPU 不同，英特尔设计的是一
Mill
个独立的处理器，不用附加到某个 CPU 上
IBM SyNAPSE 研 究 计 划 中 的
2.4.2 节 提 到， 深 度 学 习 芯 片 包 含 160 万 个 神 经 元 和 40 亿 个 突 触。IBM 的
TrueNorth 芯片
Almaden 研究中心构造出了一个原型系统
IBM 苏黎世研究中心构建的神
经计算机

相变神经元芯片是用 GST 技术在纳米尺度上设计的

Cambricon NPU

Cambricon 是中国科学院构造的神经处理单元，并配有专为深度神经网络计算
设计的特定指令集

谷歌 TensorFlow 中的 TPU

TPU 是一个加速模块，特别为提升 CPU/GPU 在 AlphaGo 比赛中的性能而设
计（见 9.3 节）。第 9 章将介绍 TensorFlow 计算

Cadence Tensilica 公 司 的 Vision
这两种处理器都在它们现有的 DSP 芯片基础上做了升级，将传统的 SIMD
P5 和 Synopsys EV DSP
DSP 芯片转换成可以用于神经网络处理，而不是纯神经处理单元
Qualcomm Zeroth NPU

这是一个 AI 加速平台，目的是在像 Snapdragon 820 处理器这样的移动设备上
实施深度学习。它针对图像或声音处理，以及语音 / 人脸 / 姿势识别，并希望延
长电池寿命。软件只局限在移动设备上运行，而不是在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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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SyNAPSE 与相关的神经类脑计算机项目

本节介绍 IBM、Nvidia、Intel 和中国科学院开发的一些用于认知计算的新处理器芯片、
非冯·诺依曼架构和生态系统。这些项目还处在研究阶段，但它们代表了正在兴起的认知与
99

计算结合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提升人类的能力，增进对环境的理解。
IBM Almaden 研究中心的 SyNAPSE 计划
IBM 有一个 SyNAPSE 计划，目的是开发认知计算的新硬件和软件。这个项目是美国国
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2014 年，IBM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了他们制造的
神经突触计算机芯片的设计，这个芯片叫作 TrueNorth 处理器（见图 2.15）。这个处理器可
以用与人脑同样的能量消耗模拟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芯片设计的功能使很多应用得以实
现，例如帮助视障人士在生活环境中安全行进。

图 2.15

IBM Almaden 研 究 中 心 构 建 的 神 经 计 算 系 统 原 型（引 自 D. Modha’s Brain-Inspired
Computing website: http:// www.modha.org/）

这个芯片可以将类超级计算机的能力放在一个邮票大小的微处理器上。芯片的设计目的
不是解决那些需要大量数学计算的问题，而是用来理解它的环境，处理模棱两可的问题，并
且根据实际情况实时采取措施。据估算人脑平均有 1000 亿个神经元和 100 万亿到 150 万亿
个突触。TrueNorth 芯片模拟人脑，有 54 亿个晶体管互相配合工作，其中大多数被 IBM 放
100

在了一个芯片上。芯片有 100 万个可编程的神经元和 2.56 亿可编程的突触。这种突触式芯
片可以用于提升小型救援机器人，或是自动区分会议中的各种声音，并准确记录每个发言人
的内容。
其他可能的应用还包括海啸预警、溢油监控或者航道规则执行。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个
芯片执行上述功能时消耗仅仅 70mW 的能量，只相当于一个助听器消耗的能量。这种芯片
还处在原型阶段。IBM 在一次会议上宣称，他们将花费 30 亿美元来推动这种计算机芯片未
来的发展，并探究它的认知服务潜能。在生物认知系统中的复杂操作并不需要大的计算量。
例如，采用现有芯片的机器人在行进途中遇到柱子时，它是否能避免碰到柱子，取决于它的
图像处理能力、它拥有多少计算资源以及能量供给能力。相反，一个采用突触式芯片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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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需要消耗什么能量就会发现柱子从而避免危险，就像一个人能做到的那样。
1948 年以来的计算机主要都是基于数学系统的冯·诺依曼架构的计算机，专家相信像
SyNAPSE 的 TrueNorth 那样的芯片能够突破冯·诺依曼计算机的性能极限。IBM 希望借助
这种芯片提供的具有视觉、听觉和多感官的应用，为科学、技术、商业、政府和社会带来革
命性的发展。这只是迈出了设计基于人脑模型的未来计算机的第一步。
IBM 苏黎世研究中心的神经形态硬件设计
IBM 的苏黎世研究中心正在开发另一个类神经计算机。2016 年，他们宣称用纳米技术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随机相变人工神经元。这使得计算操作或者学习系统有可能通过编程实
现。研究团队用 500 个该神经元阵列建立了一个原型神经计算机系统，并让该神经元阵列模
拟人脑的工作方式进行信号处理。
这样的相变神经元是用 GST 纳米技术建成的。GST 分别代表锗、锑、碲，可以在纳米
时间改变相位。神经元的尺寸非常小，这样就有可能比传统硅芯片计算机更快改变状态，而
且功耗极低。IBM 设计的神经元的随机特性意味着，不同时间同样的输入信号在相变神经元
处理下的输出会有微小的不同。这与人脑生物神经元的处理特性非常相似。图 2.16 所示为
IBM 神经形态处理器阵列设计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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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生物神经元和神经形态硬件设计的比较

顶层的神经元细胞是用神经薄膜做的，神经薄膜从树突接收汇总后的输入信号，产生刺
激事件作为输出沿着轴突传导到其他神经元。输入末端由可塑性突触形成，这个突触接收输
入刺激序列以及反向传播的刺激事件序列。这些突触产生突触后电位信号作为输出传递到神
经元细胞。神经薄膜是神经元的核心。在图 2.16 的底部，生物神经元和人工神经元被画在
一起进行比较。生物神经元用脂质双层的神经薄膜做成，而人工神经元则是用相变细胞连接
到顶层和底层的电极，如图中下层右部的方框所示。
在其他情形下，不管是神经薄膜还是相变细胞，它们像电阻和电容的工作机理那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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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神经信号流通，同时吸收能量。当能量吸收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产生自己的信号让附近的
神经元兴奋起来。这个过程重复进行。IBM 的神经元设计中，相变细胞由 GST 纳米材料复
合而成。这些 GST 细胞执行随机相变操作。仅用相当低的激光或电能，细胞就可以模拟二
进制的两个状态间的变化：晶体态和无定形态。晶体态导电，无定形态不导电，不产生兴奋
信号。
102

由于人体中有太多噪声影响神经元，生物神经元的工作具有随机性。IBM 的研究人员为
人工神经元制造了同样的随机行为。这样，没有人能够预测每个周期中信号什么时候产生。
重要的是，人工神经细胞是用 GST 材料构造的，尺寸极小（据报道只有 90 纳米），能耗极
低，在无故障的情况下，即使使用亿万次，也可以有很长的寿命。这被认为是近年来人工大
脑构造研究的里程碑式突破。
当非常大数量的神经细胞共同作用时，系统在决策和认知计算方面就具有了与人类大脑
竞争的可能性。根据 IBM 研究人员的说法，他们正在构造一个 10×10 的细胞整列，就像构
建大楼一样。用 5 个这样的小阵列，他们就能建造一个 500 个神经元的大阵列。这是为了继
续模拟人脑的功能。这个原型可以像人脑一样计算。有了 N 个人造神经元，系统就可以有
2N bit 的信息，N 可以足够大。一个 GST 芯片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个人工神经元。这意味着认
知计算的未来越来越接近现实。

2.4.3

中国科学院的神经处理器 Cambricon

这个项目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 Tianshichen 博士和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
究所（INRIA）的 Oliver Tenam 教授合作研究的。这个合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系列的硬件加
速器，名字叫作 Cambricon（寒武纪），用于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应用。芯片做成一个突触处
理器，使人工神经网络能够用于深度学习应用。Cambricon 与传统的冯·诺依曼架构不同，
主要是为了配合人工神经网络计算的特殊操作。
机器学习任务正变得越来越广泛，从嵌入式系统到数据中心，无处不在。例如，深度
学习算法使用卷积和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第 7 章将介绍 CNN 和 DNN），需要很长的学习周
期才能被训练成能在传统计算机中使用。Cambricon 加速器则关注使用大规模 CNN 和 DNN
的方案。这个 ICT- INRIA 合作团队证明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构建高吞吐量的、能以 452
GOP/s 运算的加速器（以突触式权重相乘方式实现关键的神经网络操作）是可行的。
这个硅芯片尺寸很小，只需要 3.02mm2 大小的空间和 485mW 的功耗。为了充分使用这
样的类脑处理器，团队还制造出了新的指令集架构（ISA）。与 128 位 2GHz 的 SIMD（单指
令多数据流）的 GPU 加速器相比，这个加速器芯片速度快了 117 倍，而运行能耗降低到了
原来的 1/21。由于采用了扩展 64 位芯片的机器学习架构，团队实现了在一个 GPU 芯片阵列
上的计算，计算速度提高 450 倍，功耗降低到原来的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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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跨国努力，面向人类的认知计算越来越接近现实。为特定目的开发的基于神经元突
触的处理器已经在多核或众核处理器芯片上应用，也有人在使用大量这样的芯片构建未来的
认知超级计算机。在第 6 章和第 7 章，我们还会讨论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这些算法可
以用于设计未来的认知计算系统。

2.4.4

Google TPU 与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

研究机构和工业界有大量的语音识别需求。如果能够拥有一个智能录音机，它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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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说的话，处理文档中的文本报告，那就太令人高兴了！类似地，联合国需要自动语言
翻译系统，不仅是文本到文本的翻译，而且需要语音到语音的翻译，以及将文本翻译成不
同的语言。本节，我们将简单介绍谷歌的人工智能程序。更多细节将在后面第 9 章讨论
TensorFlow 编程工具时介绍。
例 2.7

谷歌大脑团队开发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

谷歌的大脑项目开始于 2011 年，是由 Jeff Dean、Greg Corrado 和 Andrew Ng 合作研究
的。他们造出了一个大规模、深度学习的软件系统，叫作 DistBelief，这个系统建在谷歌云
计算基础设施的顶层。2012 年，《纽约时报》报道，一个有 16 000 个计算机的集群模拟了人
脑的部分活动，它通过 1000 万张从 YouTube 视频中得到数字图像训练自己，最后成功地识
别出了一只猫。图 2.17 列出了各种谷歌大脑团队开发的主动认知产品。
语音
文本
搜索查询
图像
视频
标签
实体
文字
音频
特征

图 2.17

简单的
可重构的
高容量的
端到端可训练的
构造块

语音
文本
搜索查询
图像
视频
标签
实体
文字
音频
特征

深度学习在谷歌大脑项目上的前景

2013 年，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领军人物，Geoffrey Hinton 加入了谷歌。结果是，谷歌
获得了 DeepMind 技术，而且发布了 TensorFlow。谷歌大脑团队开发的著名产品，包括安卓
语音识别系统、谷歌照片检索和 YouTube 视频推荐系统。这个团队也开发了移动和嵌入式
机器智能应用，先在安卓上开发，再移植到 iOS 服务上。而且，大脑团队和谷歌 X 团队合
作，也和 NASA 的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研究关节空间。
2016 年 5 月，谷歌宣布为实现机器学习定制了一个专用集成电路芯片（ASIC），这个新
产品经过改进可以用于 TensorFlow 编程。他们在数据中心安装上了这些 TPU，一年以后，
发现它们在机器学习操作中完成任务时，每瓦特性能增益巨大。
TPU 是一个支持 TensorFlow 计算的大容量、低精度（例如 8 位）计算的预训练芯片。
当 TensorFlow 程序改变时，TPU 确实是可编程的。TPU 很可能由两个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制
造：台积电和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 9 章会提到，TensorFlow 为深度学习应用提
供了软件平台。TPU 加速了 TensorFlow 的计算。TensorFlow 支持下的安卓系统可用于移动
计算。英特尔也优化了他们的高端服务器处理器，同样是为了最终实现神经计算。
Google 的 DeepMind AI 计划
2010 年，一家英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始研究 DeepMind 技术，为此他们得到了英国剑桥
计算机实验室颁布的 2010 年“年度公司”奖。随后，在 2014 年 DeepMind 被谷歌以 5 亿美
元收购。这个项目使用了自己学会玩游戏的卷积深度网络来模拟人脑的短时记忆。AlphaGo
系统中用了多个 TPU。下棋过程涉及巨大的搜索空间，所以，无论是人类棋手还是计算机，
围棋都是非常复杂的游戏。
1997 年，IBM 的深蓝计算机在公开赛中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从那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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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人工智能程序下围棋就只达到业余 5 段的水平，如果不让子的话，根本无法战胜人
类专业棋手。例如，天顶围棋程序（Zen）是在 4 个个人计算机的集群上运行的，分别在让 4
子和 5 子的情况下两次战胜了武宫正树（9 段）。疯石围棋（Crazy Stone）则在让 4 子的情况
下战胜了石田芳夫（9 段）。
围棋是用黑子和白子在 19×19 的方形格状棋盘上落子的游戏。这个游戏有一棵复杂度
为 bd 的搜索树，b 是游戏的宽度（在每个状态下的合法走步数），d 是深度（在游戏结束前走
105

的步数）。这意味着让计算机采用穷举搜索的方法判断谁会取胜是不可能的。在 2016 年 3 月
以前，没有计算机战胜过人类棋手。事实上，围棋比任何其他棋类都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
在围棋的棋局中，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可能走法。其复杂性涉及深度走步，就是给出对每一步
走法的准确评估，即使是专业棋手也不可能判断特定步数之外的输赢。
AlphaGo 研究项目大约是 2014 年的时候开始的，目的是测试使用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如何才能战胜围棋专业棋手。AlphaGo 是对以往围棋程序的伟大超越。在与其他围棋程序的
对弈中，在多台计算机上运行的 AlphaGo 取得了 500 场胜利。2015 年 10 月的一场比赛中，
AlphaGo 的 分 布 式 系 统 使 用 了 1202 个 CPU 和 176 个 GPU。 在 2016 年 1 月， 这 个 团 队 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 AlphaGo 使用的算法。2016 年 3 月，这个计算机程
序在 5 番棋比赛中，以 4∶1 的成绩战胜了 9 段棋手李世石。
AlphaGo 没有因为要与李世石比赛而做特别的针对性训练，它的取胜完全是依靠机器智
能，没有任何的让子。尽管它输了第四场，李世石最终还是认输了。为了褒奖 AlphaGo 打
败李世石，它被韩国棋院授予荣誉 9 段的称号。谷歌的 DeepMind 程序是为了解决高难度的
智能问题而开发的，希望能充分利用机器学习和神经系统科学的优势。
AlphaGo 和李世石的比赛证明计算机被训练后是可以完成人类的智能处理任务的。除
了围棋，人们也用相似的程序测试了 7 个 Atari 视频游戏（Pong/ 乒乓，Breakout/ 打砖块，
Space Invaders/ 太空侵略者，Seaquest/ 深海巡弋，Beamrider/ 激光骑士，Enduro/ 摩托大战
和 Q*bert/ 波特 Q 精灵）。所有这些游戏都有完美的战略选择策略，都涉及不确定性信息内
容的处理。DeepMind 声称他们的人工智能程序不是预编程的。每一个走步都在 2 秒之内得
出。程序从经验中学习，仅用原始像素作为输入。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看，程序使用了基于卷
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技术。
DeepMind 团队提出了一个叫作 Q 学习的基于强化学习的新模式。谷歌 DeepMind 团队
开发了一个强化学习系统，取名 Gorila。这个系统是在谷歌的大服务器集群上实现的。在
AlphaGo 和李世石的人机大战中，系统用了 64 个搜索线程、一个有 1930 个 CPU 的分布式
集群和 280 个 GPU。并行执行会产生新的交互，系统采用了分布式重播存储器，以减少重
复计算。并行学习计算着重播循环的变化率。分布式的卷积神经网络用变化率更新网络。谷
歌的 X 实验室还有其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程序，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送货、智能机
器，这些都将在第 7 章介绍。

2.5

结论
本章介绍了大数据科学和认知计算的基础定义和关键概念，目的是让读者在学习后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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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与该领域相关的深度内容前做好准备。智慧云的构建是为了满足物联网感知和大数据分析
系统的软硬件需求。第二部分的第 3 ～ 5 章陆续深入介绍虚拟技术、云架构、安全性和性能
等话题。第 6 和 7 章涉及的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第 8 和 9 章介绍的云编程系统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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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读者用云来完成手头的练习。
我们提倡各种大数据处理技术的交互与融合。第 5 章的移动云计算部分，将讨论社交媒
体网络和云服务的移动访问。2.3.3 节介绍的云架构支持技术将在后续章节的深度数据分析
应用中予以扩展。在 2.3 和 2.4 节，我们介绍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认知计算
的基础知识，本书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深入讨论这些内容。关于设计类脑计算机，以及服
务于人工智能相关应用的云，本章只是介绍了一些工业界的初步设想，如 IBM、谷歌和中
国科学院的研究项目。

习题
2.1

请做一些研究，然后写一篇关于 SMACT 技术的新评估报告，比较每种技术的优势和劣势。请从
相关企业的技术报告或者白皮书中挖掘一些材料，特别是脸书、AT&T、谷歌、亚马逊和 IBM 等
主流企业的技术报告。ACM/IEEE 的顶级会议或杂志中出版的论文也可以提供一些非常详细的实
用论据。

2.2

简要解释与大数据的 4V 特征相关的问题（面临的挑战）：（1）容量，（2）速度，（3）多样性，
（4）真实性。请谈谈和这些挑战相关的资源需求、处理需求和现有局限。

2.3

数据科学中，应用领域专业知识和数学领域或统计学有哪些交集？或者，请解释编程技能和需要
的数学知识或统计学背景的交集。

2.4

图 2.2 给出了 2016 年 7 月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在互联网中查找最新发布的技术成熟度曲线，讨
论其中的技术评价，以及被工业界接受的可能性。

2.5

例 1.5 介绍了智慧城市，例 1.6 介绍了医疗云服务。针对这两种云或物联网服务应用，从文献中

2.6

寻找一些类似的例子。请介绍在你找的例子中，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是如何为人类服务的。
解释为什么用云处理大数据比用超级计算机处理的性价比更高？为什么大数据科学家需要领域知
识？解释有监督机器学习和无监督机器学习的不同。

2.7

表 2.3 介 绍 了 许 多 公 司 和 研 究 中 心 开 发 的 软 件 工 具， 其 中 有 三 个 软 件 包：MATLAB 算 法 库，
Apache 用于可扩展机器学习的 Mahout，Apache 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 OpenNLP。到这些软件工
具的网站或其他网络资源上查找它们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看看其中哪些是用于大数据计算的。

2.8

设计一个医疗系统，这个系统需包括人体传感器、用于收集人体生理信号的可穿戴设备。这个系
统需要具备的功能包括：实时监控，疾病预测，以及慢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同时设计一个监控和
管理系统，系统可以优化分布式医用资源，提供资源分享方案。

2.9

通过视频监控可以进行安全检查，为该应用设计一个视频分析系统。这个系统要能实时响应和准
确检查。随着高清相机的使用越来越多，你的系统应该能够实时传送视频监控数据，并跟踪窃贼
或罪犯。描述怎样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来分析大量的视频文件，并基于目标特征在运动
路径中自动定位犯罪嫌疑人。

2.10

本章介绍了 IBM 的基于 GST 的神经芯片，以及未来用这种芯片构建类脑计算机的可能性。请
访问 IBM 苏黎世研究中心的网站，或联系设计团队的成员，了解该项目的更多细节。根据你的
调查写一篇技术报告。

2.11

对于 IBM Almaden 研究中心的 SyNAPSE 项目，按第 10 题的要求写一篇技术报告。
他们的项目最近发布了更多技术细节，你的技术报告应该更容易写。

2.12

2.4.4 节例 2.7 介绍了谷歌大脑团队的工作，以及 DeepMind 程序。根据你的跟进研究，写一份
技术报告。7.1 节有更多关于谷歌人工智能程序的详细介绍。

2.13

研究了 2.2 节关于物联网感知和应用的内容后，请评价图 2.5 中的物联网发展路线图。讨论文献
中报道的物联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两个里程碑式成就。为了缩小你的评价范围，请聚焦在关于
物联网实验的特定商业产品或学术报告中。仅报告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的进展（不包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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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15

with the use of traditional x86 CPU or GPU for the same purpose in machine learning or
方面的内容）。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2.4.3 节介绍了中国的 Cambricon 项目，研究 IEEE 的 ISCA、Micro 和 ASPOS 三个学术会议中
2.15:
Visit the iCloud
website (https://www.icloud.com) or check on Wikipedia to find out
关于 Cambricon
项目的三篇文章。写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评估他们的进展对于构建类脑计算

the functionality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Apple iCloud. In particular, answer
机的影响，并与传统的 x86 CPU 或 GPU 用于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应用的效果进行比较。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访问 iCloud 的网站（https://www.icloud.com），或者在维基百科中查找苹果 iCloud 的功能和应用

(1)
Briefly, specify the main services provided by iCloud. How many users reported up until
服务，并回答以下问题：

now?
（a）简短地介绍
iCloud 提供的主要服务。根据报道，到目前为止，iCloud 有多少用户？
（b）
iCloudare
处理哪些类型的数据或信息条目？
(2) What
the data types or information items that are handled by iCloud?
（c）
iCloud
的服务
Find My to
Friend
(3) Explain the procedure
find 可以用来帮人们找到老朋友。请解释其工作过程。
an old friend using the Find My Friend service on the
（d）iCloud?
如果你的手机丢失或被盗了，iCloud 的服务 Find My iPhone 可以帮助定位你的手机。请解
释 iCloud
用于该服务的一些特征。
(4) Explain
the
iCloud features of Find My iPhone to locate your lost or stolen iPhone.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Baesens, B. Analytics in a Big Data Worl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Data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Wiley, 2015.
[2] Chaouchi, 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iley, 2010.
[3] Chen, M. Big Data Related Technologies. Springer Computer Science Series. Springer, 2014.
[4] Ellis, B. Real-Time Analytics: Techniques to Analyze and Visualize Streaming Data. Wiley, 2014.
[5] Farnham, S. The Facebook Association Ecosystem. O’Reilly Radar Report, 2008.
[6] Gardner, D., and G. M. Shepherd. “A Gateway to the Future of Neuroinformatics.” Neuroinformatics 2 no. 3
(2004): 271–274.
[7] Gubbi, J., R. Buyya, S. Marusic, and M. Palaniswarni.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 Visio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9 (2013): 1645–1660.
[8] Han, J., M. Kamber, and J. Pei. Data Mining: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3rd ed. Morgan Kaufmann, 2012.
[9] Hansmann, U., et al. Pervasive Computing: The Mobile World, 2nd ed. Springer, 2003.
[10] Hilber, M., and P. Lopez.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Store, Communicate and Compute Information.” Science, 332 no. 6025 (2011).
[11] Hough, A. “Nate Silver: Politics ‘Geek’ Hailed for Barack Obama Wins US Election Forecast.” The Telegraph (London), November 7, 2012.
[12] Hwang, K., and M. Chen. Big Data Analytics for Cloud, IoT and Cognitive Learning. Wiley, 2017.
[13] Hwang, K., G. Fox, and J. Dongarra. Distributed and Cloud Computing. Morgan Kaufmann, 2012.
[14] Hype Cycle,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819918, August 2014.
[15] Karau, H., et al. Learning Spark: Lightning Fast Data Analysis. O’Reilly, 2015.

110

~

109
110

[16] Kelley, J., III. “Computing, Cognition and the Future of Knowing.” http://www.research.ibm.com/software
/IBMResearch/multipmedia/Computing_Cognition_WhitePaper, October 2015.
[17] Liu, R. H.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Science Press, 2011.
[18] Miller, G. A.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2003):
141–144.
[19] Naur, P. Concise Survey of Computer Methods. Student Litteratur, 1975.
Chapter 2
[20] Silver, D., A. Huang, C. Maddison, A. Guez, L. Sifre, G. Driessche, J. Schrittwieser, I. Antonoglou, and
V. Panneershelvam. “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Search.” Nature 529
no. 7587 (2016): 484–489.
[21] Weiser, M.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
[22] Zanella, A., N. Bui, A. Castellani, L. Vangelista, and M. Zorzi.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mart Citie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1 no. 1 (2014).
[23] Zaslavsky, A., C. Perera, and D. Georgakopoulos. “Sensing as a Ser vice and Big Data.” Proc. Int. Conf.
Advanced. Cloud Computing (ACC), Bangalore, India, July 2012, pp. 21–29.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