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Part 1

概述

此部分向读者介绍了与数据、数据湖及其重
要组件相关的各种概念，共分 4 章，如下所示：
■

第1章

数据导论

■

第2章

数据湖概念概览

■

第3章

Lambda 架构：一种数据湖实现模式

■

第4章

数据湖中的 Lambda 应用

Chapter 1 第 1 章

数据导论

本书中，我们将着手为企业实施一项技术杰作。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仅要学习许多
新的工具和技术，还要学习大量的术语和理论知识。这些会帮助你达到最终的目标，就是
构建这个技术杰作——数据湖。
本章旨在让读者为前方艰难的道路做好准备，这样读者就可以清晰地知道将要达到的
目标是什么。数据湖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企业中不断演变，最初起源于数据仓库的概
念。数据仓库包含长期积累的数据，并根据报表需求和历史需求以不同的方式存储。然后，
数据集市的概念出现了，它提供企业属性相关的小数据集。数据湖从上述这些概念演变而
来，成为企业的中心数据库，可以捕获原始数据，生成加工后的数据，提供最关键的企业
信息。
数据湖相关的话题或者说技术已经不新鲜了，但很少有企业实施了功能齐全的数据湖。
通过本书，我们希望企业开始认真考虑投资建设数据湖。此外，希望在工程师的帮助下，
可以让企业的最高管理层了解数据湖可以提供的功能和适用的场景。
所以，让我们开始这一段旅程吧。
请放心，读完本书后，读者将可以帮助企业（无论规模大或小）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式
进行思考和对业务建模，并使用数据湖作为核心技术。
本章的目的是让读者深入了解数据、大数据以及数据相关的一些重要细节。本章给出
了一些重要的基于教科书的定义，这些定义读者需要深刻理解，以便能明确数据与企业的
关联。读者也将认识到数据与大数据之间的关键差异。本章将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数据，
以及这些数据分布在企业的哪些地方。
本章的后半部分将介绍企业在数据管理方面的现状，希望读者能得到启迪；同时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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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高层次的视角，来了解企业向以数据为核心进行转型的目标。整本书基于一个真
实的用例，在 1.10 节会更加详细地介绍这个用例。读者可以通过这个用例掌握很多相关的
概念。

1.1

探索数据
数据是指一组定性或定量变量的值。
数据可以被测量、收集、报告和分析，然后可以使用图形、图像和其他分析工具进行

可视化。一般意义上，数据指的是现有的信息或知识，并以一种适合使用或处理的方式进
行表示或编码。
——维基百科
数据大致分为 3 种类型：
● 结构化数据（structured data）
● 非结构化数据（unstructured data）
● 半结构化数据（semi-structured data）
结 构 化 数 据 指 的 是 我 们 通 常 在 业 务 应 用 程 序 中 获 取 的， 在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RDBMS）中或者以非关系型数据库（NoSQL 最
初称为 non-SQL）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结构化数据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原始数据（raw data）和清洁数据（cleansed data）。
原始数据是指以原样获取的，没有经过清洗和过滤的数据。清洁数据是指经过大量清洗和
过滤来适配业务用户的分析需求的数据。
所有其他不属于结构化数据类型的数据都称为非结构化数据。视频、图片等形式的数
据都属于非结构化数据。
还有半结构化数据，它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并且随着社交网站的发展愈发成为
主流。维基百科对半结构化数据的定义如下：
半结构化数据其实是结构化数据的一种形式，它不符合关系型数据库或者其他数据表
格形式的数据模型所表示的规范结构，但是它包含标签或其他标记来分割语义元素，并
要求在数据内保存记录和字段的层次结构。因此，也被称为自描述结构（self-describing
structure）。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半结构化数据的例子，如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JSON）和可扩展
标记语言（XML）。
图 1-1 中涵盖了我们讨论的各种数据类型。读者请不要因为在结构化数据部分看到电
子表格和文本文件而疑惑。这是因为图 1-1 中的数据是以记录的形式表达的，确实属于结
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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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原始数据

清洁数据

图 1-1

1.2

数据类型

什么是企业数据
企业数据指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及其合作伙伴跨越不同部门、不同地点而共享，跨越不

同大洲而传播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企业具有很高的价值，包括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员工
个人数据等，企业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保证数据在各方面的安全和质量。
然而，所谓的企业数据从当前状态变得日渐陈旧，虽然以某种形式进行存储，但是难
以进行分析和检索。这些数据有着重大的意义，企业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分析它，以
挖掘各种潜在的商机，这就是数据湖产生的原因。
企业数据主要分为 3 大类，具体如下：
● 主数据（master data），指的是详细描述企业内部主要实体的数据。通过观察主数据，
可以了解企业涉及的业务。这些数据通常由不同部门管理和掌握。其他类别的数据，
如后文所述，需要利用主数据来产生价值。
● 事务数据（transaction data），指的是各种应用程序（内部或外部）在处理企业内的各
种业务流程时产生的数据。事务数据也包括人员相关的数据，虽然某些时候并不属
于业务数据，但这部分数据也非常重要。分析这部分数据，可以帮助企业优化业务。
这些数据也依赖于主数据，并经常引用主数据。
● 分析数据（analytic data），实际上指的是来源于前两类数据的数据。这部分数据是对
企业中的各种实体（主数据）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事务数据，为企业提供积极的建
议，经过必要的调研之后，这些建议可以被企业采纳。
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些类型的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大多数企业都有管理这几类数据的
机制，通常叫作企业数据管理（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EDM）。下一节中将更详细地
解释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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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显示了各种类型的企业数据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主数据

分析数据
事务数据

图 1-2

不同类型的企业数据

如图 1-2 所示，事务数据和分析数据都利用了主数据。分析数据也依赖于事务数据，
并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有意义的分析。

1.3

企业数据管理
组织具有能够精确定义数据、轻松集成数据和同时为内部应用和外部通信检索数据的

能力。
——维基百科
EDM 强调数据的精确性、粒度和含义，关注数据内容如何整合到业务应用程序中，以
及数据如何从一个业务流程转移到另一个业务流程。
——维基百科
正如维基百科的定义中明确指出的那样，EDM 是定义了企业数据如何存储、存储的位
置以及使用哪些技术来存储和检索这类数据的一整套策略。此类数据价值巨大，必须处于
正确的控制下以保证安全，并且需要以明确的方式进行掌握和管理。EDM 还定义了数据如
何与内部和外部的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此外，数据交换的相关政策和流程也必须明确。
从前文来看，对企业来说实现 EDM 非常容易，但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一个企业有多
个部门，每个部门都产生数据；基于这些部门的重要性，它们所产生的数据与整个组织密
切相关。由于彼此处境不同，不同数据的所有者在 EDM 中有着不同的利益点，这会产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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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从而给企业带来危害。这就需要在 EDM 中制定各种政策和程序来明确数据的所有权。
在本书的背景下，了解企业数据、企业数据管理以及与维护 EDM 相关的问题非常重
要。这也是本书开篇就要介绍这些方面的原因。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介绍大数据的概念，
以及如何将大数据整合到企业数据管理中，并扩展其功能。没有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些
扩展功能是很难实现的。

1.4

大数据相关概念
本节以维基百科对“大数据”一词的定义开始：

“大数据”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数据集，它极其庞大、复杂，以至于传统的
数据处理应用程序难以应付。术语“大数据”通常指的是应用预测分析，用户行为分析，
或者某些其他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的高级数据分析方法，并不是专指某种特定规模的
数据集。
——维基百科
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维基百科定义中给出的这两句话。早期，大数据本质上是指数据量
很大且很复杂的数据。然而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定义，指定何种规模的数据可以称为大数据。
由于这种数据的数据量过于巨大，以至于传统的数据处理应用程序难以有效地使用它。在过
去 10 年左右的时间中，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多技术可以用来分析企业中的大数据。目前，“大
数据”这个术语是指任何能理解和提取这些复杂企业数据，并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方法。

大数据和 4V
大多数时候，当读者接触到“大数据”这一术语时，都会遇到一个重要的概念——4V
（此前是 3V，直到最近才引入了意义重大的第 4 个 V）。这 4V 分别指的是多样性（variety）、
处理速度（velocity）、数据量（volume）和精准性（veracity），大数据对这 4 个维度的特征
都有其独特的要求：
● 多样性：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多样性指的是丰
富的数据类型和海量的数据源。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程序（企业级和个人级）
不断增加，数据多样性日益被重视。这种现象不仅不会减少，反过来，肯定还会在
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数据类型可以大致上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目前，
大多数应用程序都是跟存储在关系型数据管理系统（RDBMS）中的结构化数据打交
道。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是现在，更多的需求转向了非结构化数据，如视频、图片、
二进制文件等。
● 处理速度：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处理速度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是生成数据的速度，
其次是需要快速实时地分析海量数据，从而推导出有意义的结论。正如谚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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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这个 V 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实时、快速地做出决策。一些企业，特
别是零售业，非常倚重这方面的决策。如果顾客能适时看到适合自己的商品，那么
他们很可能会购买。
● 数据量：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进而推导出有意义的结论。目
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量来说明何等量级的数据可以被认为是大数据。但通常来
说，这个数据量肯定显著高于传统应用能处理的数据量。一般来说，大数据对应
的数据量相当大，而且确实让传统的应用程序（如 OLTP——联机事务处理）感到
无能为力。对于很多业务来说，分析和利用社交数据不可或缺。这些社交应用（如
Facebook、Google +、LinkedIn 等）拥有十亿级的注册用户，每天会产生数十亿的数
据（包括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此外，应用自身的常规事务和其他分析（用户行
为、位置信息等）也产生大量数据。另外，随着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的数量不断增
长，这些设备又随时都在发送数据，数据量维度日益重要，而且这个趋势短时间内
不会改变。
如前文所述，不久之前还只有 3 个 V。最近 IBM 提出了第 4 个 V，即精准性。由于数
据呈指数级增长，并且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难以保障，因此这个 V 意义非凡。
当世界上有重大事件发生时，读者一定听说或阅读到过各种社交媒体上散布的假新闻。
这个 V 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数据中的精准性。随着数据大量涌现，尤其在
社交网络中，该维度愈发重要，所以业界更倾向于 4V 而不是 3V。
● 精准性：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精准性指的是准确地分析数据，以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由于数据源众多，尤其某些用户输入的非结构化数据的质量不太可靠，处理某些渠
道的数据时必须慎之又慎。如果有企业想要在业务上应用这些数据，必须更加严格
地验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图 1-3 清楚地显示了什么是 4V 以及各自的含义。
大数据

多样性
（数据类型）
• 结构化
• 非结构化
• 半结构化
• 二进制
• 文本
…

处理速度
（数据流）
• 流式数据
 实时
 近实时
• 批量数据
• 定期
• 响应时间
 毫秒级
 秒级
…

图 1-3

数据量
（数据的容量）
• TB 级
• PB 级
• EB 级
…

大数据的 4V

精准性
（数据的确定性）
• 不一致
• 不完整
• 歧义
• 不确定
• 有偏差
• 异常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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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企业都不能否认数据的重要性。企业一直都在收集大量的历史数据，并将其保存
在数据仓库中以便进行分析。企业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获得新的增长点，这也证明了
数据的重要性。在过去的 10 年里，随着社交媒体的激增和海量应用（企业内部或外部云端）
的涌现，企业收集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随着数据量与日俱增，想要有效地利用这些海
量的数据变得无比困难。企业试图利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来对现有业务转型或赋能，因此，
数据的相关性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商业用户能获得大量的数据并使用正确的工具进行分析，那么他确实能够从中获
得有用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能把来自各个应用的客户相关的数据汇聚到一起，并对其
进行分析，则可以从这些数据中发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哪些用户和企业网站有交互
以及是怎样交互的。企业可以依据这些推导出的信息来改进现有的商业模式或者调整某些
业务流程，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例如，可以基于集中的用户数据来思考新的商业模式，比
如向用户提供积分。这些数据也可以用来向客户做个性化推荐。比如说，比起通用的推荐，
基于用户行为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选项更容易被用户接受。当然，这些完全取决于具体业
务，并不存在一种方法能适合所有的场景。不过，数据经过转换和清洗，再由各种数据可
视化技术展示成丰富多样的图表，对商业用户来说更有用。
显然，企业数据与业务息息相关，下一节将详细介绍这些数据分布在企业的哪些地方。
Vit Soupal，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 AG）大数据部门负责人，在他的一篇博客中
定义了 4V 作为大数据的技术属性，还另外引入了 3 个 V。本书并不打算完全涵盖这额外的
3 个 V，不过，想要在企业中成功应用数据湖（大数据），很难绕过它们。
另外 3 个 V（业务属性）如下：
● 视野（vision）：每一个拥有大数据（数据湖）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视野，并且
改进业务流程来充分利用它。同时，企业的管理层应该充分理解数据湖给企业带来
的变化，并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 可视化（visualization）：数据湖预期将存储巨量数据。其中部分数据意义重大，另一
部分则不尽然。数据科学家们会研究这些数据来发现有意义的规律，这些发现需要
以有效的方式呈现给管理层。要取得大数据方面的成功，对各种格式的数据进行有
意义的可视化是必不可少的。
● 价值（value）：大数据理应给企业带来价值，比如对业务流程的优化，或者创造新的
解决方案（如物联网），甚至是带来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
如图 1-4 所示，Vit 对这 7 个 V 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示：
图 1-4 中，只有同时满足业务和技术属性的要求，大数据才能在企业中成功应用。
图 1-4 表明，数据湖需要一个明确的视野，不同类型的数据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数
据量流入这个湖中。进入数据湖的数据的质量（精准性）参差不齐。企业各个部门甚至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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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都需要借助各种可视化方法来利用数据湖中的数据。这些可视化方法将为企业带来巨大
的价值，它们能帮助企业做出各种有益的决策。技术属性（多样性、处理速度、数据量、精
准性）固然不可或缺，但业务属性（视野、可视化、价值）也不容忽略，它们共同成就了数
据湖。
大数据
价值（value）
可视化（visualization）

多样性
处理速度
数据量
精准性
（variety） （velocity） （volume） （veracity）
视野
（vision）

图 1-4

1.6

大数据的 7V

数据质量
毫无疑问，高质量的数据（清洁数据）是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反过来，如果基于

低质量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反而会损害企业的利益和品牌价值，而品牌价值一旦流失就难
以恢复了。一般来说，如果数据有不一致、重复、歧义和不完整的情形，数据的可用性就
下降了。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时体验不佳，业务用户就不会再考虑使用该数据了。这
时大家才意识到第 4 个 V（精准性）的重要性。数据质量是基于对数据的评估，来确定它是
否与预想的应用场景相匹配。数据质量的评测基于多个维度的属性。下面是其中比较重要
的部分属性：
● 正确性 / 准确性（correctness/accuracy）：表征了收集的数据所能描述客观世界的真实
程度。
● 完整性（completeness）：通过统计获取的数据包含了多少预期 / 预定的属性。
● 一致性（consistency）：从多个系统中获取数据，并汇聚起来在一起对比，以此来衡
量数据的一致性。
● 时效性（timeliness）：表征了在指定的时间内及适当的场景中，向正确的人提供高质
量数据的能力。
● 元数据（metadata）：根据获取的数据中的附加数据来衡量。正如这个术语本身表明
的那样，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它可以用来定义数据本身，可以使数据更便于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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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世系（data lineage）：对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跟踪，可能会给组织来带巨大
的收益。数据的这种可追溯性能为组织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商业见解。
除了前文所述的，其实还有其他的维度可以用来表征数据的质量。虽然这里只对上述
部分做了详细介绍，此时读者的脑海中应该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在阅读本书后续章
节时，读者会有更清晰的理解。

1.7

企业中数据如何存放
企业数据以原始数据格式、二进制文件（图片和视频）等形式存储，存放的位置可以是

各种内部应用程序的持久化存储，也可以存放到外部的私有或公有的云平台中。首先，需
要对数据类型进行划分。按照数据存放位置划分如下：
● 内联网（企业内部）
● 互联网（企业外部）
另一种方式是按照数据存储的格式划分，具体如下：
● 持久化存储引擎（RDBMS 或者 NoSQL）
● 传统的数据仓库（基于 RDBMS、NoSQL 等）
● 文件存储
下面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些数据类型。

1.7.1

内联网（企业内部）

企业数据存放在自己的私有网络，即内联网中。
企业内部的各种应用程序也运行在私有网络中，并且只有指定的人员才能访问。因此，
从这些应用程序获取的数据能以安全和私密的方式存储于企业内部。
这些应用产生的数据可能是员工数据，也可能是日常使用中产生的事务数据。
企业用来构建内联网的技术包括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此外，企业内部还
有多个应用平台可以使用，数据可以以结构化方式存储在不同的存储引擎中，例如，传统
的 RDBMS 和 NoSQL 数据库。除了这些存储引擎，还有以各种文件形式存放的非结构化数
据。另外，大数据企业都有传统的数据仓库，用来存放清洗后的数据以备分析之用。

1.7.2

互联网（企业外部）

大约从近 10 年开始，大多数企业都拥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几乎所有的企业数据都存放
于此。伴随云计算的发展，企业开始把一些数据存放到私有数据中心以外的云平台上，加
上健全的安全控制，未经授权的人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数据。采用云服务的方式能极大地降
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是云服务最大的优势。本节将进一步介绍这个领域，包括更细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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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划分。
1. 云托管业务应用程序
云计算供应商提供了各种服务，如 SaaS、PaaS、IaaS 等，企业可以把业务应用程序托
管到云中，同样也能满足企业管理的需求。因此，许多企业选择把内部开发的应用程序托
管到这些云计算提供商。员工使用这些部署在云中的应用程序，进行日常的一些操作，这
和操作部署在企业自有的数据中心中的应用没有区别。
2. 第三方云计算方案
如今这么多公司把自身的应用 / 服务托管到云端，这些应用 / 服务用起来就跟部署在本
地一样，但是企业不必考虑维护和管理应用 / 服务所需的基础架构。这些仅仅依赖云端环境
的产品，最吸引企业的一点是它们的收费方式。
基于这个优点，企业倾向于选择这些云产品，同时也由于云产品的先天特点，企业现
在也将数据（业务相关）存储在其他的云设施中，即使云提供商完全掌控了这些数据。
Google 的 BigQuery 就是这样一款云服务软件，用户可以把数据导出到云服务中，然后
运行这个软件来进行各种分析工作。这类产品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分析的结果
来决定是否保留这些数据。云服务具有天然的可伸缩性（硬件层面随意扩展和收缩的能力），
如果数据分析很复杂，可以临时申请性能强劲的服务器，分析结束之后又可以把服务器的
配置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基于这个特性，Google BigQuery 将自己定位为“企业级云数据仓库”，这也确实是实
至名归。它给企业带来了快速分析大规模数据的能力，同时保证了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用
性。它还集成了其他类似的云服务软件，以满足各种其他需求。
Google 的 BigQuery 仅仅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云服务软件，具有不同程度的
类似特征。现在的企业都在追求业务开展速度，既不想在工具性软件上投入时间进行研究，
也不愿意投入经费来管理基础设施；这些云服务的解决方案满足了企业的全部需求，而经
济和精力上的成本也相对低廉。
当前阶段，类似的解决方案仍在不断地涌现，本书不再一一罗列。所以仅以 BigQuery
为例来介绍这一类方案。
与 SaaS 的方式类似，云端还有很多业务应用程序也可以作为服务对外提供。Salesforce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本质上，Salesforce 是一个客户关系管理（CRM）的解决方案，但是
它还集成了很多其他特性。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想帮助推销 Salesforce，但是希望介绍一些云
端业务应用的重要特性。Salesforce 将所有的客户信息汇总到一起，帮助企业从销售、业务
分析和客户服务等几个维度来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因为部署在云端，Salesforce 也带来了很多云端 SaaS 的特性。
随着云服务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大量企业把数据存储在互联网（云）上，同
时，这些云服务要明确保护客户隐私和其他共同权益，以捍卫企业的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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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交数据（结构化与非结构化）
如今，企业的社交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即使企业的数据并没有存储在社交网站上，它
仍然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企业业务和其服务的真实客户。
用户在社交网站上留下各种评价和建议，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重塑自己的业务和与
用户互动的方式。
如果企业忽视此类信息，很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品牌。现在企业非常重视社交网
站，因为这些网站上即使没有企业的数据，也有客户的评价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
息代表了客户对品牌的认知。
于是，我们倾向于将这部分数据归类为非企业用户提供的企业数据。在分析这类数据
时，需要特别关注大数据的第 4 个 V，即精准性。因为有些人会利用这个渠道，在与企业
进行业务往来时，获得一些不正当的优势。
另一个对企业数据进行分类的方式是按数据最终的存储方式。下一节将更详细地介绍
这种分类。

1.7.3

数据持久化存储（RDBMS 或者 NoSQL）

无论是在企业内部（企业基础架构）还是在云服务中，数据通常都以结构化数据的方式
存储在所谓的传统 RDBMS 或者新一代 NoSQL 持久化存储中。数据通过业务应用程序写入
这些存储系统，绝大部分数据在本质上是不相关的，企业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些数据。数据
存储在传统的 RDBMS 类存储系统中时，会遇到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即数据量超出了可接
受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对数据进行分析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企业被迫将
数据分拆为生产数据（数据可以被业务应用查询和使用）和非生产数据（从生产系统转移到
另外的存储系统中的离线数据）。
由于这种拆分，数据分析通常跨越若干年，这种分析并不能覆盖到企业的全部业务因
素。举例来说，如果生产系统中有 5 年的销售数据，而非生产系统存储了 15 年的销售数
据，那么用户在进行销售数据分析时，只能查看过去 5 年的数据。可能存在周期刚好为 5
年的变化趋势，只有对 20 年的销售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发现。大多数时候，由于 RDBMS 的
局限，存储和分析海量数据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力为之，这种分析也十分耗时，也不能给
分析师提供足够的灵活性。这样一来，分析师只能进行有限的分析，如果企业正在通过这
些数据来调整业务流程，那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大麻烦。
新一代 NoSQL（该领域中不同的数据库具有不同的功能）让数据分析更灵活，同时存
储数据的量也大大增加。这些存储满足了分析师们在性能以及其他某些方面的需求，但是
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即使数据存储在一个业务应用中，各种业务应用的数据并没有汇聚成一个单一的视图，
而建设一个合适的数据湖能帮企业解决这种问题。

第1章

1.7.4

数据导论

13

传统的数据仓库

正如前一节中介绍的那样，由于生产系统的业务应用获取的数据量巨大，几乎所有的
时间里，生产系统的数据都与非生产系统分离。非生产系统的数据通常存储在不同的区域
中，并保存在不同的数据存储系统（通常是 RDBMS 或者 NoSQL）中，这种存储系统就是
所谓的数据仓库。通常来说，根据数据分析师的需求，数据会被相应地清洗和删除。删除
部分数据会限制分析师能执行的分析的类别。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隐藏的有价值的数据
尚未进入数据仓库，这就会导致更多的分析，而企业可以基于这些分析来调整业务；然而，
此类数据清理和删除可能会扼杀潜在的创新。因此这方面需要改进。而本书介绍的数据湖，
使得分析师可以引入生产系统中的任意业务应用数据，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各种分析。
目前，构建这类数据仓库的方案是通过 ETL（Extract，Transform，Load，即抽取、转换、
加载），从生产系统的数据库提取数据并保存到数据仓库中。ETL 流程会根据分析师的需求
来清洗数据，而分析师会在数据仓库中进行各种分析。

1.7.5

文件存储

业务应用程序在不断地变化，新的应用允许终端用户以各种格式获取数据，而不仅仅
限于从键盘输入的格式化数据。
终端用户另一种输入数据的渠道是提交不同格式的文档。其中一些众所周知的格式如下：
● 文档（PDF、DOC、XLS 等）
● 二进制
■ 图片（JPG、PNG 等）
■ 音频（MP3、RAM、AC3）
■ 视频（MP4、MPEG、MKV）
正如前文中介绍的那样，处理结构化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又引入了非结构
化数据的分析。但是，分析非结构化数据与分析结构化数据同等重要。通过构建数据湖，
我们可以围绕数据湖引入新的技术，利用大数据领域最新和最好的技术，可以从非结构数
据中挖掘到巨大价值。
除了各种文件格式的数据，有很多应用允许终端用户以语句的形式获取大量数据，这
部分数据也需要分析。手动处理这些来自终端用户的评论数据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在现代
化的今天，需要的是自动化地解析这些评论，并了解用户的观点。同样，有很多这样的技
术可以理解这些数据（如自由文本流），让企业能够正确地处理它。
举例来说，假如我们有一个获取企业建议的系统，每天能获取近 1000 条建议，由于该
业务的天然属性，很难对这些建议进行过滤分析。这种场景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技术来
对这些评论进行情感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工具给出的评分进行初步的过滤，再将筛选
后的建议交给能够理解和利用这部分数据的人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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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状
正如前面几节简要介绍的那样，企业数据当前的状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传统 DW（Data Warehouse）/BI（Business Intelligence）
● 使用 ETL 清洗来自生产业务应用的数据。
● 早于一定时间的数据会转移到另外的存储系统（如磁带）中，但是很难对这部分数据
进行检索。
● 一些显著的缺陷：
■ 数据仓库中保存的是清洗后的生产数据的子集；在数据仓库中添加任何数据元素
都需要付出代价。
■ 数据仓库中保存的是全量数据的一个子集，其余数据会转存到另外的持久存储系
统中去。
● 通常分析速度较慢，即使对查询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2. 大数据孤岛
● 一些部门在建设大数据时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但是部门间通常不会互相协作，这些
大数据平台就成了孤岛，并没有真正给企业带来价值。
● 一些显著的缺陷：
■ 大数据平台的孤立性再次限制了分析师，使得分析师们无法跨部门整合和查询
数据。
■ 需要大量资金来构建、维护、管理这些数据孤岛，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
3. 大量非连接应用
● 在企业内部和云服务中部署大量应用程序。
● 除了产生结构化数据，应用程序也产生非结构化数据。
● 一些显著的缺陷：
■ 互相没有通信。
■ 即使有通信，数据科学家们既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也不能对企业进行有益
的改进。
■ 各个业务应用在多个方面重复使用各种技术。
这里并不是说投资构建数据湖是解决上述所有缺陷的“银弹”。但是这个方向一定是正

确的，企业至少应该花时间去思考是否确实需要数据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要过多
考虑，直接着手去构建。
构建数据湖是企业的一项战略级决策，在构建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认可与支持，而
且需要高管层投入精力关注这个项目。基于数据湖，企业一定能找到改进业务流程的方法。
它能让高管人员更深入地了解业务，同时也能提升决策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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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指的是应用数字化技术，从根本上影响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infoworld.com
数字化转型（DX）是一个流行的行业术语，每个企业都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这个趋势。

这个术语指的是企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转型。技术领域的投入是这项转型的一部分，但
数据才是转型的关键。
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数据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这无疑让企业有了新思维。
这种转型就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实践。
作为商业转型的一部分，企业绝对应该把数据湖列入重点投入项目列表，所有部门都
应该欣然将数据归集到数据湖来完成数据共享，而不能对它存有偏见。

企业转型之路
埃森哲互动曾经委托 Forrester 咨询公司进行过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驱动力是提升盈利能力、客户满意度和产品迭代速度。
实际上，很多企业已经走上了数字化的转型之路。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一句空话，很
多企业正竭力转向把技术作为驱动力之一，而另一个驱动力，如读者猜测的那样，就是
数据。
转型中的企业有明确的目标。当然，这些目标与它们所处的具体行业有关。但是有些
目标是公共的，具体如下：
● 从根本上改善客户体验。
● 削减成本。
● 增加收入。
● 差异化竞争。
● 调整业务流程，反过来改善商业模式。
转型目标举例
关于企业在该领域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一系列清晰的例子，部分如下：
● 能够对客户进行细分并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在恰当的时间向合适的客户推送广告。
● 引进更多的技术，减少体力劳动，企业实现全方位数字化。
● 结合社交信息和企业自身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
● 以更为量化的方式预测未来，并采取必要措施，提前做好预案。
● 以技术为重要载体实现业务全球化。
下一节中将详细介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希望实现的一个用例，其中数据是主要的贡
献因素。理解该用例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在本书中尝试实现该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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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当今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数据中挖
掘有用信息来优化自身的业务。
即便数据能够以某种方式汇聚到一起，也很难在合适的时间内处理数量如此巨大的数
据。这时数据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下一章中将全面而详尽地介绍数据湖到底是什么。在
那之前，我们会详细介绍本书中将要实现的用例，这个用例是以数据湖为中心的。
基于现代技术构建数据湖有很多优势，其中一些如下：
● 通过各种数据分析，企业能找到业务中重要的人员和流程，也能深入了解各类客户。
● 企业能在适度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这些分析，而不用等待几周甚至几个月。
● 业务用户能快速分析数据，进而快速调整业务流程。
本书中涵盖的这个用例叫作单一客户视图（Single Customer View，SCV）。单一客户视
图是业内众所周知的术语，它有很多种定义，下面是其中之一：
单一客户视图是组织或企业的客户数据的一种聚合的、一致的及全面的表示。
——维基百科
企业将客户数据保存在不同的业务应用中，这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数据孤岛现象。该用
例旨在将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整合到一起，提供给分析人员查看，从而创建一个包含所
有数据的客户视图。通过这个视图，企业能对客户进行细分，进而向客户进行精准广告
投放。
这个用例对企业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客户细分。
● 信息整合。
● 增进客户关系，避免客户流失。
● 更深入的分析等。
从概念上讲，图 1-5 中总结了本书计划实现的用例。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都被灌入数据湖。单一客户视图从数据湖中以整体性方式被导出。该用例会引入各类数
据，也会详细描述各种类型的数据样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数据湖，
同时也更为接近真实情况。
图 1-5 中显示了数据湖从各种数据源（多样性），以不同的速度获取不同数量级的数据。
更多地，这是一个概念性的抽象视图，在读完本书的全部内容后，我们将会确切知道它具
体指代的是什么。
此刻，笔者真的很兴奋，因为马上要开始激动人心的阅读之旅了，希望读者也能兴奋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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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视频

半结构化数据

图片

非结构化数据

社交媒体
数据

数据湖

数据格式
XML/JSON

调查数据
文档

结构化数据
业务程序
产生的
数据

图 1-5

1.11

机器生成
的日志、
数据记录

第三方
程序产生
的数据

SCV 数据湖用例的概念视图

总结

本章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了一些常用的行业术语。在开头的部分，读者理解了数据、企
业数据以及最重要的大数据。然后介绍了数据与企业的相关性，包括数据质量的各个属性。
接着，本章详细介绍了不同的数据类型，以及企业中数据存储的位置。
接下来的部分中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并详细介绍了本书将要实现的用例。
阅读完本章后，读者能清晰地掌握许多术语，也会认识到数据和数据湖对企业的重要
性。此外，读者能清晰地理解本书给出的用例。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究数据湖，以及构建数据湖时会用到的模式。

Chapter 2 第 2 章

数据湖概念概览

数据湖概念的诞生，源自企业面临的一些挑战，如数据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和存储。
最开始，企业对种类庞杂的应用程序的管理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演化周期。最开始的
时候，每个应用程序会产生、存储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能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这
种状况导致数据孤岛的产生。随后数据集市应运而生，应用程序产生的数据存储在一个集
中式的数据仓库中，可根据需要导出相关数据传输给企业内需要该数据的部门或个人。然
而数据集市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剩余问题，包括数据管理、数据所有权与访问控制等都亟
须解决，因为企业寻求获得更高的使用有效数据的能力。为了解决前面提及的各种问题，
企业有很强烈的诉求搭建自己的数据湖，数据湖不但能存储传统类型数据，也能存储任意
其他类型数据，并且能在它们之上做进一步的处理与分析，产生最终输出供各类程序消费。
在本章中，将介绍数据湖的一些主要方面，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它对企业非常重要。

2.1

什么是数据湖
如果需要给数据湖下一个定义，可以定义为这样：数据湖是一个存储企业的各种各样

Comprehensive Concepts of a Data Lake

原始数据的大型仓库，其中的数据可供存取、处理、分析及传输。

A Data Lake acquires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an enterprise in its
native form and may also have internal, modeled forms of this same data
for various purposes. The information thus handled could be any type of
数据湖从企业的多个数据源获取原始数据，并且针对不同的目的，同一份原始数
information, ranging from 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data to
据还可能有多种满足特定内部模型格式的数据副本。因此，数据湖中被处理的数
completely unstructured data. A Data Lake is expected to be able to derive
enterprise-relevant meanings and insights from this information using
据可能是任意类型的信息，从结构化数据到完全非结构化数据。企业对数据湖寄
various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予厚望，希望它能帮助用户快速获取有用信息，并能将这些信息用于数据分析和

Relevance to enterprises

A Data Lake brings a variety of capabilities to the enterprise by centralizing the data. With
data being centralized, the enterprise can tap into capabiliti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explored. This data can help enterprises with a lot more meaningful business insights when
compared to any single system in the enterprise. Additionally, with a lot more
advancements in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 Data Lake can help with many
more optimized operating models for the enterprise as well as specialized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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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算法，以获得与企业运行相关的洞察力。

数据湖与企业的关系
数据湖能给企业带来多种能力，例如，能实现数据的集中式管理，在此之上，企业能
挖掘出很多之前所不具备的能力。另外，数据湖结合先进的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技术，能
帮助企业构建更多优化后的运营模型，也能为企业提供其他能力，如预测分析、推荐模型
等，这些模型能刺激企业能力的后续增长。
企业数据中隐藏着多种能力，然而，在重要数据能够被具备商业数据洞察力的人使用
之前，人们无法利用它们来改善企业的商业表现。

2.2

数据湖如何帮助企业
长期以来，企业一直试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表示企业中所有实体。这个任务有极

大的挑战性，原因有很多，下面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
● 一个实体在企业中可能有多种表示形式，因此可能不存在某个完备的模型来统一表
示实体。
● 不同的企业应用程序可能会基于特定的商业目标来处理实体，这意味着处理实体时
会采用或排斥某些企业流程。
● 不同应用程序可能会对每个实体采用不同的访问模式及存储结构。
这些问题已困扰企业多年，并阻碍了业务处理、服务定义及术语命名等事务的标准化。
从数据湖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使用数据湖，隐式
实现了一个较好的统一数据模型，而不用担心对业务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业务程序
则是解决具体业务问题的“专家”。数据湖基于从实体所有者相关的所有系统中捕获的全量
数据来尽可能“丰满”地表示实体。
因为在实体表示方面更优且更完备，数据湖确实给企业数据处理与管理带来了巨大的
帮助，使得企业具备更多关于企业增长方面的洞察力，帮助企业达成其商业目标。值得
一提的是，Martin Fowler 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企业数据湖的
一些关键方面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可参考下面这个链接：https://martinfowler.com/bliki/
DataLake.html。

数据湖的优点
企业会在其多个业务系统中产生海量数据，随着企业体量增大，企业也需要更智能地
处理这些横跨多个系统的数据。
一种最基本的策略是采用一个单独的领域模型，它能精准地描述数据并能代表对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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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企业数据。
对企业数据进行了良好定义的企业当然也有一些管理数据的方法，因此企业数据定义
的更改能保持一致性，企业内部也很清楚系统是如何共享这些信息的。
在这种案例中，系统被分为数据拥有者（data owner）及数据消费者（data consumer）。
对于企业数据来说，需要有对应的拥有者，拥有者定义了数据如何被其他消费系统获取，
消费系统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
一旦企业有了对数据和系统的明晰定义，就可以通过该机制利用大量的企业信息。该
机制的一种常见实现策略是通过构建企业级数据湖来提供统一的企业数据模型，在该机制
中，数据湖负责捕获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以及为消费者系统提供数据服务。数据
湖能从以下方面帮助到企业：
● 实现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与数据世系。
● 通过应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商业智能。
● 预测分析，如领域特定的推荐引擎。
● 信息追踪与一致性保障。
● 根据对历史的分析生成新的数据维度。
● 有一个集中式的能存储所有企业数据的数据中心，有利于实现一个针对数据传输优
化的数据服务。
● 帮助组织或企业做出更多灵活的关于企业增长的决策。
在本节中，我们讨论数据湖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本章后续部分将会讨论和评述数据湖
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应该如何去理解其工作机制。

2.3

数据湖是如何工作的
为了准确理解数据湖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理解数据湖的工作机制以及构建功能齐

全的数据湖需要哪些组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一头扎进数据湖架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
了解数据湖背景中的数据生命周期。
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数据湖中数据生命周期如图 2-1 所示。
上述生命周期也可称为数据在数据湖中的多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所需的数据和分析
方法也有所不同。数据处理与分析既可按批量（batch）方式处理，也可以按近实时（nearreal-time）方式处理。数据湖的实现需要同时支持这两种处理方式，因为不同的处理方式服
务于不同的场景。处理方式（批处理或近实时处理）的选择也依赖数据处理或分析任务的计
算量，因为很多复杂计算不可能在近实时处理模式中完成，而在一些案例中，则不能接受
较长的处理周期。
同样，存储系统的选择还依赖于数据访问的要求。例如，如果希望存储数据时便于通
过 SQL 查询访问数据，则选择的存储系统必须支持 SQL 接口。如果数据访问要求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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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则涉及将数据存储为对应的形式，即数据可以作为视图对外提供，并提供便捷的可
管理性和可访问性。最近出现的一个日渐重要的趋势是通过服务（service）来提供数据，它
涉及在轻量级服务层上对外公开数据。每个对外公开的服务必须准确地描述服务功能并对
外提供数据。此模式还支持基于服务的数据集成，这样其他系统可以消费数据服务提供的
数据。
元数据管理，数据可追溯性，数据世系 & 数据安全
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

数据存储

• 数据可能以不同
形式存在，可能
需要不同的机制
来获取它们
• 尽量获取最原始
的数据，数据在
获取过程中成为
数据湖的一部分

• 获取到的数据需要进
一步进行处理，从而
得到有用的信息，如
商品推荐、业务洞察
力等，此时可能会用
到机器学习技术
• 数据可能会被转化为
等价的模型，但同时
会保留原始数据

• 数据会进一步被分
析，以便按需访问
• 数据分析需求受信
息访问模式驱动

• 数据分析结果需
要存储在合适的
数据存储系统中
• 数据湖中的数据
存储系统的选择
依赖具体的数据
服务需求

图 2-1

数据湖的生命周期

当数据从采集点流入数据湖时，它的元数据被捕获，并根据其生命周期中的数据敏感
度从数据可追溯性、数据世系和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管理。
数据世系被定义为数据的生命周期，包括数据的起源以及数据是如何随时间移动的。
它描述了数据在各种处理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助于提供数据分析流水线的可见性，
并简化了错误溯源。
可追溯性是通过标识记录来验证数据项的历史、位置或应用的能力。
——维基百科

2.4

数据湖与数据仓库的区别
很多时候，数据湖被认为与数据仓库是等同的。实际上数据湖与数据仓库代表着企业

想达成的不同目标。表 2-1 中显示了两者的关键区别。
表 2-1
数

据

湖

数据湖与数据仓库的关键区别
数据仓库

能处理所有类型的数据，如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
只能对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而且这些数据必须与数
据、半结构化数据等，数据的类型依赖于数据源系统的
据仓库事先定义的模型吻合
原始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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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数

据

湖

数据仓库

拥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用于处理和分析所有类型的数
处理结构化数据，将它们或者转化为多维数据，或者
据，分析后的数据会被存储起来供用户使用
转换为报表，以满足后续的高级报表及数据分析需求
数据湖通常包含更多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访问的
数据仓库通常用于存储和维护长期数据，因此数据可
概率很高，并且能够为企业挖掘新的运营需求
以按需访问

从表 2-1 来看，数据湖与数据仓库的差别很明显。然而，在企业中两者的作用是互补
的，不应认为数据湖的出现是为了取代数据仓库，毕竟两者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2.5

数据湖的构建方法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它们构建数据湖的方式也不一样。构建方法与业务、

处理流程及现存系统等因素有关。
简单的数据湖实现几乎等价于定义一个中心数据源，所有的系统都可以使用这个中心
数据源来满足所有的数据需求。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很简单，也很划算，但它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实用的方法，原因如下：
● 只有当这些组织重新开始构建其信息系统时，这种方法才可行。
● 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与现存系统相关的问题。
● 即使组织决定用这种方法构建数据湖，也缺乏明确的责任和关注点隔离（responsibility
and separation of concerns）。
● 这样的系统通常尝试一次性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是最终会随着数据事务、分析和处
理需求的增加而分崩离析。
更好的构建数据湖的策略是将企业及其信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数据拥有关
系进行分类，定义统一的企业模型。这种方法虽然可能存在流程相关的挑战，并且可能需
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对系统元素进行定义，但是它仍然能够提供所需的灵活性、控制和清
晰的数据定义以及企业中不同系统实体之间的关注点隔离。这样的数据湖也可以有独立的
机制来捕获、处理、分析数据，并为消费者应用程序提供数据服务。

2.6

Lambda 架构驱动的数据湖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有多种处理数据的方式，它们可以被大致地分为批处理

和实时数据处理。虽然可能有这样的场景，只用其中一种处理方式就提供了所需的结果，
但也有可能同时需要来自批处理和实时数据处理组件处理后产生的数据。这使我们遇到了
将批处理结果与实时处理结果合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由 Lambda 架构模式解决，细节将会
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这里讨论的是最原始的由 Lambda 架构驱动的数据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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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架构作为一种模式，提供了在大型数据集上执行高度可伸缩和高性能分布式
计算的方法，并且最终为批处理和近实时处理提供了一致的数据。Lambda 架构定义了能
应对企业中各种数据负载的可水平扩展架构的实现方法与手段，并且具有较低的延迟预期。

数据摄取层

消息层

数据获取层

源系统

批处理层

快速处理层

服务层

图 2-2 显示了数据湖中的功能模块。

Lambda 层
数据存储层

图 2-2

数据湖中的功能模块

Lambda 架构模式的实现方式是将整个架构划分为多个功能模块 / 层（layer）。每一层都
将在本章的后续部分中进行简略介绍。

2.6.1

数据摄取层——摄取数据用于处理和存储

快速的数据摄取层（data ingestion layer）是 Lambda 架构模式中的关键层之一。这一层
需要控制将数据快速传递到 Lambda 架构的工作模型中。该层的关键功能如下所列：
● 该层必须具有高度可扩展性，满足各种需求，能够根据不同的负载情况进行伸缩。
● 该 层 必 须 具 有 容 错（fault tolerant） 能 力， 提 供 系 统 可 靠 性 和 故 障 转 移（fail-over）
能力。
● 该层必须支持多线程及多事件处理。
● 该层必须能够快速地将所摄取数据的结构转换为目标数据格式，这是 Lambda 架构
处理层所要求的。
● 该层必须确保所交付的所有数据都以最纯粹的形式供下一步处理。

2.6.2

批处理层——批量处理已提取数据

批处理层（batch layer）是 Lambda 架构中对已提取数据进行批量处理的层，以确保系
统资源的最佳利用，同时也可将长时间运行的操作应用于数据，以确保输出数据的高质量。
输出数据也称为模型数据（modeled data）。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模型数据是批处理层的主要职
责，其中，模型数据中蕴含了 Lambda 架构中服务层（serving layer）向外提供数据的数据
模型。该层主要职责如下所列：
● 该层必须能在已摄取的原始数据之上执行数据清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算法。
● 该层必须提供重新执行（replay/rerun）某些操作的机制，以实现故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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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层必须支持在已摄取的原始数据之上执行机器学习算法或数据科学处理，以产生
高质量的模型数据。
● 该层可能需要执行一些其他操作，以期通过移除重复数据、检测错误数据和提供数
据世系视图来提高模型数据的整体质量。

2.6.3

快速处理层——近实时数据处理

快速处理层（speed layer）将对从数据摄取层接收的数据执行近实时处理。由于处理预
期接近实时，因此这些数据的处理需要快速、高效，为高并发场景提供支持和相应的精心
设计，并且最终产生满足一致性要求的输出结果。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快速处理层的特性，
这些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详细讨论。简单来说，该层应包含以下功能：
● 必须支持在特定数据流之上的快速操作。
● 必须能生成满足近实时处理需求的数据模型。所有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处理必须被委
托给批处理模式。
● 必须有快速访问能力和存储层的支持，这样就不会因为处理能力而导致事件的堆积。
● 必须与数据摄取层的批处理过程分离。
● 必须产生一个输出模型，该模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与批处理产生的数据集合
并，进一步提供增强型的企业数据。

2.6.4

数据存储层——存储所有数据

在 Lambda 架构模式中，数据存储层（data storage layer）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该层定义
了整个解决方案对传入事件 / 数据流的反应。由架构常识可知，一个系统的速度最多与处理
链中最慢的子系统一样快，因此，如果存储层不够快，由近实时处理层执行的操作将会变
得很慢，从而阻碍了该架构达到近实时的效果。
在 Lambda 的总体架构中，针对已摄取的数据有两种主动操作：批处理和近实时处理。
批处理和近实时处理的数据需求差别很大。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处理模式需要执行
串行读和串行写操作，此时使用 Hadoop 存储层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近实时处理，
需要快速查找和快速写入，那么 Hadoop 存储层可能是不合适的（见表 2-2）。为了支持近实
时处理，需要数据层支持某些类型的索引数据存储。
表 2-2

Hadoop 存储层对批处理和近实时处理模式的适用情况

批处理

近实时处理

串行写及串行读操作

快速查找，快速写入

Hadoop 存储层能胜任

Hadoop 存储层不能胜任

Lambda 架构的典型功能如下所列：
● 同时支持串行读写及随机读写。
● 针对用户的使用情况，提供合适的层次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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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以批量模式或近实时模式处理海量数据。
● 以灵活、可扩展的方式支持多种数据结构的存储。

2.6.5

服务层——数据交付与导出

Lambda 架构也强调了为消费者程序提供数据传输服务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数据可以
以多种方式在系统间传递。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服务（service）传递。在数据湖背
景中，这些服务被称为数据服务（data service），因为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传输数据。
另外一种传输数据的方式是数据导出（export）。数据最终可导出为多种格式，如消息、
文件、数据备份等，导出的数据供其他系统消费。
数据传输 / 服务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数据转换为预期的格式。这种格式可以强制约定为
数据契约（data contract），数据服务在对外提供服务时遵循该约定。然而，在执行数据传输
操作时，合并批量处理及近实时处理产生的数据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类数据中都可能包含
与组织机构相关的关键信息。数据服务层必须保证数据与数据契约（与消费者程序约定）的
一致性。
从较高的层次来看，数据服务层应满足下列特性：
● 支持多种机制为消费者程序提供数据服务。
● 每种支持数据服务的机制，必须与消费者程序的数据契约兼容。
● 支持批量处理及近实时处理数据视图的合并。
● 为消费者程序提供可扩展、快速响应的数据服务。
因为数据服务层的核心职责是向数据湖以外的消费者提供数据服务，出于增强数据表
现的考虑，该层可能会选择性地进行数据合并。
以上是 Lambda 架构的主要功能模块，其他向 Lambda 架构灌入数据供其处理的功能模
块，如数据获取层（data acquisition layer）、消息层（messaging layer）及数据摄取层（data
ingestion layer）等将在本章后续小节中讨论。

2.6.6

数据获取层——从源系统获取数据

企业中数据格式多种多样，可大致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的常见例子包括关系数据库、XML/JSON、系统间传递的消息等。企业也
非常青睐半结构化数据，尤其是 E-Mail、聊天记录、文档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典型例子包
括图片、视频、原始文本、音频文件等。
对于这些类型的数据，部分数据可能无法对其定义模式（schema）。需要将数据转换为
有意义的信息时，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为结构化数据定义模式的方法非常直接，但是无法
为半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定义模式。
数据获取层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将数据转换为在数据湖中可进行后续处理的消息。因此
数据获取层必须非常灵活，能适应多种数据模式。同时，它也必须支持快速的连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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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地推送所有转换过的数据消息到数据湖中去。
数据获取层在数据获取端由多路连接（multi-connector）组件构成，然后将数据推送到
特定的目的地。在数据湖的例子中，目的地指的是消息层，如图 2-3 所示。

数据流

数据获取层

消息层

多 connector 能力

图 2-3

数据获取组件

很多技术框架可以用于构建能支持多种源系统的低延迟的数据获取层。对于每种源系
统类型，数据获取层的连接都需要根据所依赖的底层框架进行特殊配置。数据获取层会对
已获取的数据做少量转换，其目的是最小化传输延迟。这里的数据转换指的是将已获取的

Comprehensive Concepts of a Data Lake

数据转换为消息或事件，它们可以发送给消息层。

A Data Lake acquires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an enterprise in its
native form and may also have internal, modeled forms of this same data
for various purposes. The information thus handled could be any type of
如果消息层无法到达（由于网络中断或消息层处于停机期间）
，则数据获取层还
information, ranging from 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data to
必须提供所需的安全性保障和故障恢复机制。
completely unstructured data. A Data Lake is expected to be able to derive
enterprise-relevant meanings and insights from this information using
various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为了确保该层的安全性，它应该能够支持本地持久化的消息缓冲，这样，如果需要，
并且当消息层再次可用时，消息可以从本地缓冲区中恢复。该模块还应该支持故障转移，

Relevance to enterprises

如果其中一个数据获取进程失败，另一个进程将无缝接管，如图
2-4 所示。
A Data
Lake brings a variety of capabilities to the enterprise by centralizing the data. With
data being centralized, the enterprise can tap into capabiliti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explored. This data can help enterprises with a lot more meaningful business insights when
compared to any single system in the enterprise. Additionally, with a lot more
connector
advancements in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 Data Lake can
help with many 消息发布者
数据
数据解析
数据转换
消息层
（推送
/ 拉取）
more optimized operating
models
for the enterprise as well as specialized capabilities
like predictive analysis, recommendations and so on for future growth.
系统可靠性 / 故障恢复

These are hidden capabilities and have never seen the light of day until this point as the socalled important data is out of reach from people who can see relevant insights to make or
本地缓冲
transform the business in a better way.

图 2-4

数据获取层组件设计

How does a Data Lake help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aspiring for a long time to achieve a unified data model that can
represent every entity in an enterprise. This has been a challenge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listed here:

2.6.7

消息层——数据传输的保障

An entity may hav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cross the enterprise. Hence thereOriented Middleware，MOM）
消息层其实就是数据湖架构里的消息中间件（Message
，
may not exist a single and complete model for an entity.

Different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may be processing the entities based on specific
该层的主要作用是让数据湖各层组件之间解耦，同时保证消息传递的安全性。
business objectives, which may or may not align with expected enterprise

为了确保消息能被正确传输到目的地，消息将会被持久化到某种存储设备中去。被选
processes.
Different applications may have different access patterns and storage structures

用的存储设备需要与消息处理需求匹配（结合消息大小及数量等因素）
。更进一步来看，不
for every entity.
论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消息中间件都是按队列（queue）方式来处理的，队列天然适合处
These
issues have been bothering enterprises for a long time; limiting standardization of
business processes, service definition and their vocabulary.

理串行存取，机械硬盘足以应付此类 I/O 操作。对于那些需要每秒处理百万级的消息的大
型应用程序来说，SSD 能提供更好的 I/O 性能。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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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层组件必须能对消息队列进行入队列和出队列操作，如图 2-5 所示。对于大多数
消息处理框架来说，入队列和出队列操作对应的是消息发布与消息消费。每个消息处理框
架都提供了一系列库函数，用于与消息队列的资源连接（如 topic/queue）。
消息队列
入队列

出队列

图 2-5

消息队列

任意消息中间件都支持两类与队列通信的方式以及 topic 消息结构，如下所列：
● 队列通常用于点对点（point-to-point）通信，每个消息应该只被某个消费者消费一次。
● topic 概念经常出现于发布 / 订阅机制中，在这里，一个消息被发布一次，但是被多
个订阅者（消费者）消费。一条消息会被多次消费，但是每个消费者消费一次。在消
息系统内部，topic 基于队列来构建；消息引擎（message engine）对这些队列进行差
异化管理，以实现一个发布 / 订阅机制。
队列与 topic 都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持久化或非持久化。出于保障数据发布安全的目
的，强烈建议将队列配置为持久化，这样消息将不会丢失。
从较高的层次来看，消息中间件可以抽象为由消息代理（message broker）、消息存储、
topic/queue 等组件组成的框架或引擎。
图 2-6 中描述了消息中间件框架中的各种组件。请记住，图 2-6 给出的是一种较高层次
的抽象，屏蔽了很多细节。这些组件稍后将在第 7 章中详细介绍。
消息代理

消息 API

出队列

topic/queue
消息框架 / 引擎

用户 & 监测

topic/queue

入队列

消息存储

图 2-6

2.6.8

消息中间件框架

探索数据摄取层

数据摄取层负责消费消息层中的消息，对消息做适当的转换，从中提取所期望的信息，
然后传输给 Lambda 层供其处理。数据摄取层的输出必须与期望的数据存储或处理格式一
致。该层也必须保证消息以一致性的方式消费掉，即没有消息丢失并且每条消息至少被消
费一次。
数据摄取层被期望能支持多个消费者 / 线程来并行消费消息。每个消费者必须是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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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并且能快速处理流式数据。从消息层导出的多个数据流中的数据会源源不断地涌入
Lambda 层。数据摄取层必须确保消息消费速度不低于消息生成速度，这样消息 / 事件处理就
不会有延迟。较慢的处理速度会导致消息层中消息的堆积，会对系统处理消息 / 事件的近实
时特性造成伤害。该层应支持快速消费策略，在必要时恢复因消息堆积而导致的系统故障。
因此，该层有一个隐含的要求，即这一层需要一直保持近实时性，具有最小延迟，这
样消息层就不会堆积任何消息。为了保障近实时性，该层必须有能力持续地消费消息 / 事
件，及对故障进行恢复。
消息消费者扮演了向 Lambda 层递送消息供其处理的关键角色，如图 2-7 所示，因此消
息消费者的内部组件与数据获取层非常相似，差别在于消息消费者知道从消息层（源）获
取的消息及发送至 Lambda 层（目的地）的消息的格式。消息的消费行为可能是以微批量
（micro-batches）方式来处理，这样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使系统效率更高。
消息消费者
消费
消息流
消息消费者
Lambda
层

消息层
消息消费者

消息消费者

图 2-7

输出
消息流

消息消费者

消息消费者可能需要同时将输出流推送到 Lambda 层的批处理层及快速处理层。

2.6.9

探索 Lambda 层

前面提到过，Lambda 层由两个模块组成：批处理层及近实时处理层（即快速处理层）。
1. 批处理层
批处理是处理海量数据的最传统方法之一，处理任务通常是长时间执行的。随着近期
的各种大数据技术的诞生，批处理越来越高效，极大地缩减了处理时间。
一般来说，批处理对要消费的数据及要产生的输出结果非常了解。较早的时候，批处理
的处理颗粒度很大，可能会在一次执行中处理整个数据集，也会用到多线程技术，并且提供
了特殊的机制用来处理失效场景，以及执行一些操作流程来维护生产环境中的批处理作业。
Hadoop，作为一种大数据技术，因为其能满足批处理的各种要求而成为首选框架，它
支持构建高效可扩展的批处理任务，这是传统批处理技术所无法比拟的。Hadoop 中有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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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是执行批处理所需的，主要是并行处理及分布式存储组件。Hadoop 批处理已经被证明
性能远优于传统批处理，原因如下：
1）使用经过优化的 MapReduce 范式的处理流程，执行速度很快。
2）顺序存储（sequential storage）有利于快速地顺序读 / 写。
3）存储备份机制（replicated storage）保证了数据的高可用性。
4）批处理任务执行期优先处理由作业调度器（job scheduler）管理的离得较近的数据。
基于 Hadoop 的批处理，由于具备了上面所述的这些能力，相较于传统批处理技术有
巨大的改进。这里的分布式数据存储及并行处理由底层的 Hadoop 框架处理，Mapper 与
Reducer 任务更关注特定的数据处理。
MapReduce 处理范式并不是什么新概念，相反，它从大型机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各种应
用中了。该范式基于数据划分与规则，最早源自传统的多线程模型。其主要机制是将批处
理分割为多个子任务，然后对这些处理任务的结果进行合并，最终产生整体输出，如图 2-8
所示。这样的话，多个任务并行执行且相互独立，各自处理各自的数据块（partition）。这
样处理确保数据至少被处理一次，子任务的处理结果会被合并，并且结果已经去重了。由
于 Hadoop 框架的内置功能，批处理的执行已经被证明是高度优化过的了，这使得 Hadoop
能 处 理 主 流 的 批 处 理 问 题。 有 了 Hadoop 及 MapReduce， 从 数 据 处 理 中 推 导 出 商 业 智 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成为可能，此外也可以集成更复杂的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机器
学习（machine learning）方法，用于满足各种基于批处理的分析需求。然而这又会引发另外
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满足实时数据处理的需求？
输入

结果

图 2-8

MapReduce 范式——批处理

有一种策略可以满足近实时数据处理的需求，那就是使用多种框架。设计这些框架就
是为了解决近实时数据处理问题。Lambda 架构提供了多种机制使得可以在快速处理层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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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框架。
早期人们尝试通过触发频繁的批处理操作来实现近实时处理，然而这种方式永远无法
到达近实时处理的预期。
2. 快速处理层
快速处理层在 Lambda 架构中扮演近实时处理层的角色，在这里，消息 / 数据被快速摄
取和处理，然后保存到存储层。
快速处理层主要满足数据近实时可用的要求，架构需要确保数据处理、存储、读取能
达到近实时的预期。
为了保证近实时性，数据处理层、存储层、服务层必须保持对等的处理速度，这样才
不至于在某个环节卡住。
已经存在一些流式处理的技术，较早的如 Flume，它可以与 HDFS 交互，部分解决了
这个问题。然而，Flume 处理的是日志类型的数据，这些日志没经过进一步处理就直接存储
到 HDFS 里了。数据的最终处理是在批处理中进行的，因此它本质上不是近实时的。
读者不难理解，依赖 Hadoop 的批处理，很难达到近实时处理的预期，因此需要一些另
外的框架用于实现近实时处理，这些框架构成了 Lambda 架构的快速处理层。
最开始，这些框架是孤立的，它们没有与 Hadoop 生态系统很好地集成；随着应用的普
及及功能的完备，显然这些框架需要与 Hadoop 生态系统集成以达到简化数据操作与管理的
目标。图 2-9 显示了准实时处理流水线（pipcline）。

数据流

计算结果

输入

图 2-9

准实时处理流水线

这些框架的实现机制都与 Hadoop 类似，都遵循 MapReduce 范式。只不过它们在实现
上针对近实时处理做了特殊优化。每个框架都有自己的流式数据处理及资源管理方式。它
们中的大多数都构建在快速的内存消息传输功能之上，这是近实时处理中的一种有效的组
件解耦方式，能将处理延迟时间降至最低。
实时处理通常依赖键 / 值（key/value）和索引类型的数据，因此需要一个强大的快速数
据处理层，这样对键 / 值及索引类型数据的处理不至于对系统的实时性造成伤害。在这里，
某些 NoSQL 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本章及后续章节中将会陆续介绍它们。
3. 服务层
服务层在 Lambda 架构中扮演着向消费者提供数据的角色。服务层应支持各种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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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从消费者视角来看，这些协议可以分为数据推送和数据拉取两大类。
服务层必须能从数据湖的数据存储层消费数据，并且通过与消费者程序事先约定好的
接口传输数据。
● 数据推送
任意向数据湖之外推送数据的机制被称为数据推送（data push）机制。有多种数据推送
机制，下面列举了最常见的几种：
■ 数据导出（data export）：服务层必须提供数据导出所需的工具、控制及管理策略，
为消费者应用程序导出与期望格式一致的数据。该层的部分功能与 ETL 类似，然
而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是受消费者应用需求和使用方式驱动。在底层，可能是通
过由服务层调度的批处理任务来对数据湖中的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加载等操作，
最后将结果数据加载到目的地。服务层的此类功能可能使用了一些嵌入系统中的
ETL 工具来执行 ETL 处理。
■ 数据发布（data publish）：服务层也可以通过发布数据到消费者应用程序订阅的
topic/queue 的形式来向外推送数据。这种数据推送方式其实是点对点（point-topoint）的数据推送，遵循发布（publish）/ 订阅（subscribe）模型。因为这些向外推
送的数据必须是可以发布的消息，因此消息越小越好，以便于提高系统性能。
● 数据拉取
任意支持数据消费者从数据湖向外拉取数据的机制被称为数据拉取（data pull）机制。
下面我们来讨论几种最常见的数据拉取机制：
■ 服务（service）：数据传输最流行的机制之一是数据服务。这包括在数据湖上构建
Web 服务（REST / SOAP），这样可以通过服务将数据暴露给消费者应用程序。这
对于通过 HTTP 传输的相对较少数据的消费行为来说，很容易满足其近实时要求。
这也源于将数据作为服务的概念，在这里，所有数据在服务中已经准备好且为可
用状态。服务请求和响应的定义必须简洁明了，以便于能保持足够的通用性以满
足多个消费者的需求。这也隐式意味着必须对数据访问进行高度优化，以保证具
有随机访问能力、秒级以内的响应时间及可对大数据集进行处理。这些服务更适
用于只读数据服务，而不是可更新的数据服务。
■ 数据视图（data view）：数据湖也可能实现为基于数据视图的数据传输机制，各种
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到这些视图，然后拉取数据。这种服务数据的机制已经非常普
遍，因为它结合了简单、易于维护和访问等优点。一旦数据通过数据视图对外公
开，任何获得授权的消费者应用程序都可以通过标准驱动程序直接连接到这些数
据视图，以及执行任何允许的数据处理。这些视图通常是物化视图（materialized
view）以保障执行性能，并且隔离对性能有影响的查询，限定它们只能在特定的
表上执行。然而，物化视图也需要进行刷新，可以以增量或彻底重建的方式进行，
这个过程被称为刷新周期（refresh cycle）。如果要在一个刷新周期里彻底重建物化

32

第一部分

概述

视图，则需要有对应的控制机制，以保障刷新周期中的操作对数据服务没有影响。
传统的做法是使用同义词（synonym）；在最近的一些技术中是通过数据集副本来
实现同样的效果。
4. 数据存储层
Lambda 架构中的数据存储层必须提供灵活的访问机制，同时也应该对系统进行高度优
化以满足批处理及近实时处理的需求。换句话说，存储层必须同时支持数据的顺序访问和
随机访问。在典型的 Lambda 架构中，以下功能层级直接依赖数据存储层。
● 批处理层
从数据访问的角度来看，批处理过程需要对数据进行顺序访问，并且存储层应针对此
类操作进行优化。Hadoop 是一种按块（block）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技术，每个块都包含了序
列数据中的一部分。甚至 Hadoop 中的块级访问都是按顺序进行的，以确保任何批处理在磁
盘上的操作速度都足够快，即使是在旋转式的机械磁盘（普通硬件）上。
● 快速处理层
快速处理层需要以近实时的方式对其收到的数据消息进行操作，因此它必须能随机访
问存储系统快速检索所需的信息，以及将处理后的数据快速写入存储系统。
● 服务层
服务层执行多种操作，它们对磁盘的顺序和随机访问都有需要，这依赖数据传输本身
的特性。例如，如果需要在大数据集上执行数据导出，服务层通常会触发一个批处理进程
来导出所需数据，此时主要依赖顺序数据访问。如果数据传输以数据服务的形式进行，所
需的磁盘访问必须支持随机数据访问，以确保数据服务的响应时间长度低于预期。图 2-10
给出了数据访问模式示意。

初始访
问位置

顺序访问
初始访
问位置

随机访问

图 2-10

数据访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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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数据访问的角度来看，数据湖中的数据可分为两大类：非索引数据（nonindexed data）和索引数据（indexed data）。
● 非索引数据：一般来说，原始数据进入数据湖中，会顺序、分块存储。这些数据块
也构成了数据处理的单位。因为非索引数据是顺序存储的，因此它适用于批处理，
并且输出数据也是顺序存储的。非索引数据是顺序数据，因此它对基于关键字的检
索的支持非常有限（只有少量存储格式支持这种检索）。有些数据存储还支持某些级
别的索引和分区（partitioning），以便能以最快速度定位到数据所在的位置。此类数
据通常用于批处理，其目的是提高批处理的处理速度，将批处理进程迁移到数据附
近，使得待处理数据的移动最小化，充分利用本地数据。这是 Hadoop 生态系统中
MapReduce 过程处理速度很快的关键原因之一。
● 索引数据：在维护数据湖中索引数据这个背景中，我们试图寻找能随机寻址和访问
数据的解决方案。在支持随机数据的存储和访问模式方面，底层硬件扮演了一个至
关重要的角色。正如前面内容曾经提到过的那样，SSD 非常适合这种场景。但是
SSD 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如成本、故障频率、数据容量、耗电量等方面的问题，这
些问题又常常迫使企业不得不考虑使用机械硬盘。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对期望达到
的 I/O 速率进行权衡。同时，实施者也可以考虑分级存储，例如，将高 I/O 数据或事
务数据索引存储在 SSD 中，其他数据存储在机械硬盘中。
现今几乎所有数据索引框架都同时支持 SSD 和机械硬盘。这里介绍几种该领域领先的
数据索引框架，它们在大数据技术及 Lambda 架构这些背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分别是
Solr 和 Elastic（Elasticsearch）。这两个框架都基于 Lucene 引擎，Lucene 是一种开源的全文
索引引擎，Solr 与 Elastic 的核心索引及检索能力均来自 Lucene，它们也都各自实现了一些
额外的索引及检索功能。这两个框架都能保证在海量数据集上亚秒级响应，适用于快速处
理层的快速数据检索和持久化。Elastic 与 Solr 都支持数据索引及快速检索。
● 基于存储的分类：当存储系统的差异更多的与访问模式相关时，数据存储可以根据
存储机制来分类，如图 2-11 所示。
5. 关系数据存储
此 类 数 据 存 储 系 统 是 过 去 几 十 年 最 流 行 的， 关 系 数 据 是 结 构 化 数 据， 代 表 了 实 体
（entity）间的关系。关系数据存储（relational data store）系统多年之前就非常成熟了，在企
业间被广泛使用。直到几年前，这些数据存储系统还用于构建每个企业的主存储层，几乎
所有的企业数据都保存在关系数据存储系统中，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合理的组织和管
理数据的方式。
6. 分布式数据存储
虽然关系数据存储系统在处理关系数据库方面非常有效，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可
能不适合处理其他类型数据的存储。其他类型的数据包括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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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据存储的可扩展性使之能适应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访问涉及复杂的处理和实践。这些
挑战已由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的分布式数据存储（distributed data store）（以分布式文件系统方
式实现）和 NoSQL（Not only SQL）解决。Hadoop 已经成为现今最流行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虽然已经有一些 NoSQL 数据存储存在了，它们中的每一种只解决了一类特定问题。所有
NoSQL 数据库在分布式数据管理实现上基于类似的理念，不过它们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几
类，如图 2-12 所示。
数据存储

关系数据存储

分布式数据存储

分布式文件系统
Hadoop 分布式
文件系统（HDFS）

Quantcast
文件系统
NoSQL 数据存储

键 / 值存储

列式存储

图 2-11

文档存储

索引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 根据键存储值
键 / 值存储 • 例子：HBase

列式存储

• 为每个键存储一个列或
一个列族
• 例子：Cassandra

文档存储

• 为每个键存储一个文档
• 例子：Couchbase

NoSQL 数据存储

索引数据
存储

图 2-12

• 存储索引数据及其他可选类型数据
• 通 常 基 于 Lucene， 因 此 存 储 格 式
通常为文档
• 例子：Elasticsearch，Solr

NoSQL 数据存储分类

图 2-12 中显示的每一类都解决了特定的数据访问及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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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键 / 值存储最适合处理时钟或机器数据，而可访问性需求则可以通过基于 key 的
访问来完成。同样地，列式存储（columnar store）提供了非规范化（denormalized）的存储
机制，其中数据存储为列或列族，而不是行，列式存储适用于读操作为主的场景，预计将
加大对写操作为主的场景的支持。文档存储（document store）主要适用于将整个文档按 key
存储的场景。这些文档通常是 JSON 格式的，这些存储系统也可以存储 JSON 文件，并提供
了 JSON 友好的查询引擎对外提供查询服务。当需要海量数据集上实现亚秒级查询，且以
查询操作为主时，索引存储（index store）是首选。
上面介绍的每种数据存储都有大量的相关出版物，因为它们都具有大量独有的特性，
适用于企业中海量数据处理和管理的各种场景。就数据湖而言，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挑
选若干种数据存储系统来展示数据存储层的多个侧面。在第 5 章中将介绍 HBase，在第 10
章中，将会介绍 Elasticsearch 如何作为 NoSQL 在数据湖中使用。

2.7

总结
在本章中，从较高的层次逐个介绍了数据湖及 Lambda 架构的组成部分，为本书后续章

节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之后将深入技术细节，介绍如何实现数据湖及 Lambda 架构。本章介
绍了数据湖相关概念，以及某些关于数据获取层、消息层、数据摄取层以及 Lambda 架构层
（快速处理层及批处理层）的高级概念。我们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数据存储及随机访
问与随机访问之间的差异。

Chapter 3 第 3 章

Lambda 架构： 一种数据湖实现模式

在前一章中介绍数据湖的一系列概念时，粗略地提到了 Lambda 架构。在本章中，我
们将介绍 Lambda 架构的一些细节，并解释该架构模式在本书的数据湖实现方案中的重要
意义。
本章虽然会尽量涵盖 Lambda 架构范式的全部细节，但是并不会给出任何技术实现。这
是为了保证读者能够首先理解这些模式的概念。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将详细介绍该模式的
技术支撑。
本章中，读者将详细学习 Lambda 架构模式。了解了该模式之后，读者将会看到它是如
何成为构建数据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

3.1

什么是 Lambda 架构
Lambda 架构不依赖于技术，不关心具体的技术实现，而是定义了一系列实用而完善的

原则来处理大数据。Lambda 架构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模式，它试图满足大多数大数据应用
程序的共性需求。这一模式允许我们同时处理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过去，我们使用两种
完全不同的应用程序来分别处理事务类——联机事务处理（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OLTP）数据和分析类——联机分析处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数据，但
这两类程序不能混合在一起；它们独立运行，且相互之间不通信。
下列要素说明了什么是 Lambda 架构：
● 一套模式和准则。Lambda 架构定义了一套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模式和准则。更重要的
是，它允许同时查询历史数据和实时新增的数据，并且获得期望的分析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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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历史数据（批处理）和实时数据。
● 技术无关和通用性。Lambda 架构是一种通用的模式，完全不依赖于任何技术，而且
任何技术只要能满足需求，都可以在 Lambda 架构中应用。
● Lambda 架构清楚地把责任划分到不同的功能模块 / 层中。它按照层来划分职责，完
美地遵循了设计模式中的关注点分离原则。
● 领域无关。作为一种通用的模式，Lambda 架构可以应用于不同的业务领域。

3.2

Lambda 架构简史
Nathan Marz 创造了 Lambda Achitecture（LA）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通用的、可扩

展的、容错的数据处理模式。他在 BackType 和 Twitter 上收集了大量关于大数据技术的专
业知识。该模式是一种概念：通过使用两个重要组件来处理海量数据，这两个组件分别是
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Nathan 把他的发现和经验概括为 Lambda 架构，该架构需要满足
一些重要的架构设计原则，例如：
● 线性可扩展原则：它应该支持水平扩展（scale out）而不是垂直扩展（scale up），并
且应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用例。
● 容错原则：它能够承担弹性较大的工作负载，还应能保护系统，免于受硬件故障、
软件故障以及人为错误的影响。
● Backtype：读取和更新。
● 可扩展原则：易于管理，易于扩展，易于添加新特性和数据元素。
在网址 http://lambda-architecture.net/ 上有很多详细的文档。随
着大数据的出现和企业对实时分析和数字化转型的关注，这一架构

批量

模式变得愈发重要。不过，为什么这一模式被命名为 Lambda（符号
λ）尚无明确的说法。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希腊字母与这一模式相关联是因为数据
来自两个地方。批量数据和快速的流式数据代表 Lambda 符号的弯曲
部分，然后通过服务层（线段与曲线部分合并）合并，如图 3-1 所示。

3.3

Lambda 架构的原则

服务

图 3-1

快速

Lambda 符号

Nathan Marz 在《 Big Data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 of scalable realtime data
systems 》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 Lambda 架构模式。他提出来的架构模式主要基于以下 3 个
原则，其中部分原则已经在上一节简要介绍过：
● 容错原则
■ 硬件
■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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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
● 不可变数据（immutable data）原则
● 重新计算（re-computation）原则
下面将详细说明每一个原则。

3.3.1

容错原则

Lambda 架构模式中包括了容错能力，即处理硬件错误、软件错误或人工引起的错误的
能力。大数据应用对容错有特殊的要求，而该模式迎合了大数据的要求，能保证系统不受
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的影响。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在大多数案例中，系统在遇到故障时
是不可恢复的。因此该原则非常重要。
人工引起的错误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典型的就是日常操作中触发的操作性错误。另外
一些常见的错误是引入生产系统的 bug，在系统长期运行以后会引发各种问题。因此系统需
要经过精心设计，解决这些问题。

3.3.2

不可变数据原则

从各个源系统导入的数据应该按它们的原始数据格式来存储。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数
据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由于数据不可改变，那么就不会增加因人工而导致的错误，也在
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数据的丢失与损坏。该原则允许选择和插入，但是不允许更新和删除。
为了保障数据处理速度和性能，数据是以非规范化范式来存储的。数据不可变性使系统变
得简洁，更易于管理。

3.3.3

重新计算原则

由于数据湖中的原始数据一直处于可访问的状态，系统始终可以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
重新计算来满足新的需求。此外，因为将数据绑定到特定模式会给重新计算带来问题，所
以数据更倾向于无模式（schema-less）的存储。并且，将数据绑定到特定模式还会带来开发
和维护方面的开销。
在以 Lambda 架构模式实现数据湖时，我们将看到这些原则是如何实现的。

3.4

Lambda 架构的组件
本书前面已经提及 Lambda 架构的各种组件，阅读这些章节之后，读者肯定对它们有所

了解了。本节及后续小节将会详细介绍 Lambda 架构的各种组件。这里的介绍竭力避免涉及
任何具体的技术，因为当讨论至具体的功能模块时，只要能满足模式的要求，就可以使用
市面上任何合适的技术框架。理解每个功能模块及其担负的主要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只
有深刻理解这些，才能更有效地阅读后续章节。在数据湖背景中，Lambda 架构的组件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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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其中的一个功能模块，即 Lambda 层。下面将带领读者逐一了解 Lambda 层的各个模
块。Lambda 层的主要模块如下：
● 批处理层
● 快速处理层
● 服务层
Lambda 架构的示意图如图 3-2 所示，其中显示了该模式中的重要功能模块。

批处理层
服务层

新数据

快速处理层

图 3-2

Lambda 架构中的组件

正如读者从图 3-2 中清晰地看到的那样，新到达的数据被同时发送到批处理层和快速
处理层。批处理层持续地对每个时间间隔内的批量数据重新计算并生成视图。快速处理层
同时也创建相应的实时视图 / 快速视图（speed view）。而服务层则对外部查询的处理做了精
心编排，查询会同时被分发到批处理层及快速处理层，然后对结果进行合并，最后将查询
结果返回给请求端。
一旦批处理视图被创建，则该视图不再考虑之后到达的新数据，这些新数据被用于构建
新的实时视图。旧的批处理视图会一直保存和存档，何时被抛弃则依赖应用案例和技术实现。
处理大数据的新方法是按照图 3-3 所示的数据流水线的方式，其中数据是从真实来源
以最原始的格式获取的。然后，我们基于原始数据创建适当的视图来适配业务需求；同时
根据需要来使用这些视图。Lambda 架构的核心工作是通过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产生适当
的视图，然后服务层登场，充当用户查询与视图之间的桥梁。
数据源 1
不可变的
原始数据

处理后的
中间视图

应用

数据源 2
Lambda 架构

图 3-3

3.4.1

大数据流水线

批处理层

批处理层尽可能地按数据最原始的格式来存储数据。由于在存储的过程中不存在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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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转换，因此，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维度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用例。在批处理层中，
主数据以不可变状态存储，可以被访问也可以被用于各种分析。因为数据是不可变的，更
改和删除是被禁止的操作。数据总是被附加上一个时间戳，以便在需要某些数据时，可以
用版本最新的时间戳查询以获取最新记录。删除操作也是禁止的，因为很多分析都依赖这
些被删除记录的细节。
在原始数据上执行查询会消耗大量的处理时间。为了避免因查询细节处理导致的延
迟，系统按照一种周期性方式来处理数据，视图经过调校尽量接近所需结果的生成和存储
格式，这种视图称为批处理视图（batch view）。当批处理视图需要重新生成时（上一次批处
理之后，又有新数据进入了），那么旧的批处理视图会被抛弃掉。前面提到过，容错能力是
Lambda 架构的核心原则之一。批处理视图的每次重新生成，尽管是非常耗时的，也要能应
对各种可能错误，保持系统的鲁棒性。有多种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以缩减处理时间，相
比之下传统的批处理一般要消耗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如图 3-4 所示即为 Lambda 架构
的批处理层示意。
批处理视图
主数据设置

新数据

批处理视图
批处理层

图 3-4

Lambda 架构——批处理层

批处理层的持久化存储需要适应大数据量，同时应该支持大规模的随机读取。然而，
它不需要支持随机写入，因为数据是按给定的频率批量加载的。
对于单一客户视图用例，图 3-5 显示了如何通过从客户的主数据集生成所谓的批处理
视图（中间视图）来实现批处理层。
批处理视图
视图 1
视图 2
视图 3

新数据

主数据

图 3-5

中间视图

单 一客户视图——批处理层

对于单一客户视图的用例，客户数据流入批处理层，并在批处理层中维护主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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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以设定的批处理时间间隔来创建批处理视图。在需要时，服务层会查询这些视图，与
快速视图合并，并将结果发送给用户。

3.4.2

快速处理层

快速处理层也称为实时层，是为了满足实时分析的需要。批处理层以指定的时间间隔
运行，而在一个批处理运行完成和另一个批处理开始之间，业务用户仍然希望对数据进行
分析。快速处理层负责合并批处理视图和实时数据。现在，批处理窗口可以减小，但是由
于批量处理大量数据，批处理层的处理通常较为耗时，但业务不能因等待批处理层的延迟
而滞后。为了实现近实时数据分析，增量数据以低延迟的方式进入快速处理层。一旦批处
理层某次执行完毕，并覆盖了快速处理层中的数据，那么实时视图就会被抛弃，然后系统
进入下一轮处理。
用户提交查询时，会同时向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进行查询，然后将结果合并，并以
用户期望的方式将查询结果发送给用户。
为了实现容错性和能够从错误中恢复，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重新
计算（从原始数据恢复批处理层），回滚（恢复到批处理层的前一个状态）或刷新（为快速处
理层重新生成视图）。
快速处理层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为了实现该层的基本目标，必须了解它们：
● 增量计算（incremental computation）：使用现有的实时视图和新增数据来创建新的实
时视图。如前文所述，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时间开销，使得数据可以接近实时地分析。
● 最终一致性（eventual consistency）：某些实时计算任务非常复杂，而且很耗时。此时
系统应该追求快速得到问题的近似解（接近正确答案）。之后在某个时间点（通常不
会延迟很久），结果变得完全正确。
快速处理层的存储需要支持随机读取和写入，以满足增量更新的需要。快速处理层确
实允许数据快速变化，但与批处理层处理的大量数据（时间跨度为数月或数年）相比，快速
处理层处理的数据集非常小（比如每次处理一天的数据）。
按照上一节所述的通用方法，这里还创建了一个所谓的快速视图（中间视图）来满足要
求，如图 3-6 所示。

增量数据流

处理过的
数据流

增量
更新

实时
视图
增量视图
实时
视图
快速处理层

图 3-6

Lambda 架构——快速处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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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一客户视图而言，快速处理层的实现方式如图 3-7 所示。
快速视图
视图 1
视图 2

新数据

图 3-7

处理过的数据流

增量视图

单一客户视图——快速处理层

当新数据流入快速处理层，新增的数据在这里被处理并构建出合适的快速视图。当服
务层有需求时，快速视图会与批处理视图合并，然后结果被返回给用户。
1. CAP 定理
前面我们确实探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最终一致性，下面将深入探讨），也简
要介绍了其他方面。在更详细地解释最终一致性之前，需要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CAP 定理（见图 3-8）。
分区容错
即使遭遇故障也
性（P） 能提供计算结果

在特定时刻
一致性
所有节点持有
（C）
相同的数据

可用性
（A）

每个请求都
将被响应

C与A
二选一

图 3-8

CAP 定理

CAP（Consistency，Availability，Partition Tolerance，即一致性、可用性、分区容错性）
定理，也因计算机科学家 Eric Brewer 而称为布鲁尔定理，指出在分布式系统中三者（一致
性、可用性、分区容错性）不能同时满足。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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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个特性中，分布式系统在数据分块时只能满足 C（一致性）或 A（可用性）其中之一。
分布式系统必然会出现网络故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接受网络分区。表 3-1 中会简要说
明这 3 个重要方面。
表 3-1
特

一致性、可用性、分区容错性说明

性

说

明

一致性

• 当数据分区存储时（分布式存储），所有节点在特定时间点看到的数据都应该是一样的，并且应该
在任意时刻都保持这种一致性
• 查询时，每个节点将返回最新的数据。否则，系统将报错

可用性

• 在任何时候，系统会为接收到的每个请求生成一个有效的响应
•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每个请求的响应中都会包含最新的信息（数据）

分区容错性 • 即使发生网络故障或数据丢失，系统也能够继续运行

在数据湖背景中，Lambda 架构的实现也采用了 CAP 定理。通常在这样的环境中，可
用性与一致性难以兼顾。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数据的一致性最终会得以实现，不过通常情
况下，数据是近似一致的。这就是所谓的最终一致性。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详细介绍
这方面的内容。
传统的满足 ACID（Atomicity，Consistency，Isolation，Durability，即原子性、一致性、
隔离性、持久性）要求的存储系统，比如 RDBMS，选择了一致性和可用性。而 NoSQL 存储
系统，由于它们的特征更适合数据湖，遵循了 BASE（Basically Available，Soft State，Eventual
Consistency，即基本可用、软状态、最终一致性）思想，并选择了可用性而不是一致性。
2. 最终一致性
最终一致性是分布式计算中使用的一致性模型，用来实现高可用性，基本保证如果对
给定数据项不做任何更新，则最终对该数据项的所有访问都将返回最后更新的值。
——维基百科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该保证背后的意义，即一致性与可用性之间的较量。
分布式系统中的数据期望最终保持一致，并随时保持可用状态。对于数据湖来说，保
证可用性比保证一致性更重要，但这完全取决于用例。我们不能向最终用户展示或使用不
良数据，因为这会对公司品牌产生巨大冲击。所以，用例需要经过仔细的验证，读者需要
将这一条作为数据湖实践的通用原则。
在数据湖（Lambda 层）背景中，即使快速处理层受损（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最终批
处理层和服务层也将纠正这些错误，并通过服务层正常响应查询并返回结果。Lambda 架构
中的快速处理层只会将数据保留一段时间，这样批处理层和服务层可以重新开始处理数据
并确保一致性，一旦完成，快速处理层的视图将被丢弃。

3.4.3

服务层

服务层的核心任务是响应查询，将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创建的视图展示给用户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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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系统。
除此之外，这一层还有很多精细的工作需要进行。快速处理层需要一直关注批处理层，
以观察是否完成了必要的批处理操作。这样一来，在批处理视图中进行批处理操作后，需
要立即更新批处理层的存储。紧接着，当前的快速处理层视图将被丢弃，这是一种簿记行
为，用以保持快速处理层存储大小在控制范围内。
观察图 3-9，可以看到批处理层和服务层是如何工作的。
批处理视图
批处理视图
批处理层
合并和查询

实时
视图

输出

实时
视图
快速处理层

图 3-9

服务层

Lambda 架构——服务层

当查询到达服务层时，服务层分别向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分发查询。查询执行时会
查看记录的时间戳，并根据提供的参数获取结果。一旦从这两层获得查询结果，服务层合
并这些记录并使用各种业务逻辑进行计算，然后以系统或用户需要的格式产生最终输出。
基于数据质量的因素，批处理层更加可靠（每个批处理操作完成后会进行下一轮重新计算），
如果发生冲突，批处理层的视图会覆盖快速处理层的视图。

3.5

Lambda 架构的完整工作原理
图 3-10 中显示了 Lambda 架构的完整工作原理。
正如前文中简要描述的那样，主数据集在批处理层中进行维护和管理。新数据到达时，

会被同时分派到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一旦数据到达批处理层，按照常规批处理时间间
隔，每次都从头开始重新计算并生成批处理视图。类似地，只要新数据到达快速处理层，
快速处理层就会使用新数据生成快速视图。在查询到达服务层时，它会合并快速视图和批
处理视图来生成适当的查询结果。
生成批处理视图后，快速视图将被丢弃，除非有新数据抵达，否则只需要查询批处理
视图，因为此时批处理层中拥有所有的数据。
表 3-2 中列出了 Lambda 架构中批处理层、快速处理层和服务层的作用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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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处理视图

新数据

主数据设置

批处理视图
批处理层

输出

合并和查询
服务层

增量
数据流

处理过的
数据流

增量视图

实时
视图

实时
视图

快速处理层

图 3-10
表 3-2

Lambda 架构的完整工作机制

批处理层、快速处理层、服务层的作用及特点

Lambda 架构

3.6

作用及特点

批处理层

• 存储不可变的数据
• 数据量不断增长
• 随时重新计算视图

快速处理层

•
•
•
•

服务层

• 负责索引并确保对外暴露的批处理视图工作良好
• 对外暴露由快速处理层增量创建的实时视图
• 将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的视图合并统一

不间断的数据流
存储可变的数据
数据量较小
视图只在指定的时间段内存在并且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丢弃

Lambda 架构的优势
因为 Lambda 架构有很多优势，所以我们选择使用它来为企业构建数据湖。Lambda 架

构的典型优势如下：
● 数据以原始格式存储。因此，只需要创建新的批处理视图和快速视图，就可以随时
将新的算法、分析方法或者业务用例应用于数据湖。传统数据仓库最大的优点之一
是数据会被清洗和存储。正因为这一点，新的用例需要更改数据模式，这通常很耗
费时间和精力。
● Lambda 架构的重要原则中包括了重新计算，这有助于纠正错误，而不会有太大的额
外开销。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进入数据湖，数据丢失和损坏的代价难以承受。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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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新计算，所以可以在任何时候重算、回滚或刷新数据来纠正这些错误。
● Lambda 架构将不同的职能划分为定义明确、边界清晰的功能模块 / 层。这样各层就
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并且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优化这些功能，同时对其他层没
有任何影响。这些层中使用的技术，包括存储技术，都可以随时替换为更好的解决
方案，而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 Lambda 架构是一个可插拔的架构。当需要添加一个新的源数据类型或者已经接入已
有类型源系统时，该架构可以接入这些源系统而无须做太多改变。

3.7

Lambda 架构的劣势
选择 Lambda 架构来构建企业级数据湖，如果在某些方面没有考虑充分，确实会引入一

些该架构的先天劣势。下面列举部分劣势：
● 由于包含几个不同的层，Lambda 架构通常被认为很复杂。必须经过充分的思考和操
作以及付出一定的代价来保持各层之间的数据同步。
● 由于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都是分布式的，且实现机制截然不同，维护和支持起来
相当困难。
● 要构建基于 Lambda 架构的数据湖，必须掌握大量的技术。招聘掌握这些技术的人
并非易事。
● 用开源的技术来实现 Lambda 架构并部署在云环境中并不容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使用云计算技术可以很好地实现 Lambda 架构，但是这样做，企业等于是把自己和
某个云计算供应商绑定到一起，这被认为是一种先天的不足。
● 尽管这种架构模式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用到的这些工具仍处于快速发
展和演化中，还不够成熟。不过，随着云计算的加速发展和创新，很快就会出现成
熟的解决方案和工具。
● 目前，持续集成（CI）/ 持续交付（CD）已经是一种平常的要求。跟该领域的其他工
具类似，持续集成 / 持续交付的工具也不成熟，所以很难支持太多自动化操作。
● 系统假设可能需要大量的硬件组件。从技术上讲，可以使用低端硬件组件，但是对
于企业级用户来说，供应商通常会提供高端产品，这是企业和供应商之间长期以来
约定成俗的供应模式。
● 相同的工作要实现两次（在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这也是 Lambda 架构模式一直
被诟病的一点。

3.8

Lambda 架构技术概览
如同前文简要介绍的那样，Lambda 架构是有定义良好的原则的模式，而且是与技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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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具体到各个组件 / 层，我们可以引入任何技术来完成所需工作。
随着各种云计算供应商的出现，甚至可以在云环境中获得现成的组件（许多是依赖云环
境的），更甚者，这些组件已经实现了 Lambda 架构。在本书中，我们将创建一个实际的数
据湖，其中 Lambda 模式只包含一个层，叫作 Lambda 层。
由于有非常多的技术可供选择，后面每章中技术框架的选择会让人感觉比较主观。在
每层中选择一种新技术时，我们都会给出选择的理由，同时也对其他框架保持开放。我们
还将简略介绍类似技术框架，以便在需要时读者可以自行进行替换。话虽如此，但实际上
我们使用选定的技术框架来实现数据湖。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详细介绍每一项技术，然后在
第三部分中，这些技术会被配套使用，用于构建数据湖。

3.9

应用 Lambda
企业级数据湖是 Lambda 架构模式的应用案例之一。本书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事实上，也有其他用例应用该模式，本节也会尝试尽量涵盖这些案例。

3.9.1

企业级日志分析

该模式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用例是日志的获取及分析。ELK（Elasticsearch，Logstash，
Kibana）技术栈在该领域比较领先，但是 Lambda 模式也可以很好地胜任该任务。日志可以
是传统的应用程序日志，也可以是各种软件或硬件组件生成的各种日志。当需要企业级的
日志管理和分析能力时，Lambda 模式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些日志的量很大，生成速
度也很快。同时，这些日志都是不可变的，而且确实需要提供命令以便分析师（应用程序开
发人员和安全数据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安全威胁）使用这些日志。
使用 Lambda 层中重要的层（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详细介绍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来校
验这些实时日志，同时也可以帮助理解过去的日志，以提供实时的洞察力。研发团队可以
根据分析结果采取主动的行为。例如，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可以发现程序错误，而安全分
析人员可以评估安全方面的威胁。
除了用日志分析来检测某些异常情况之处，还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做分析和审计。例
如，在网站运营的场景中，Google Analytics 的数据会导入数据湖中，并用来发现一些趋势，
这将有助于改善网站运营状况。

3.9.2

获取和分析传感器数据

随着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应用的日益增加，企业使用的传感器也越来越多。
这些日渐增多的传感器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要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却非常棘手。使用具
有 Lambda 层的数据湖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以便对这些海量的传感器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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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来说，电子邮件平台现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拥有大量来自业务应用和社
交平台的数据，电子邮件营销（E-Mail marketing）平台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很多电子邮件
平台都可以跟踪每一封邮件的状态，比如打开、链接点击等。利用这些海量的跟踪数据，
将其作为实时统计数据提炼出来，会有助于营销团队更好地选择目标客户并提供差异化的
邮件内容。目前，主流电子邮件平台已经具备了对内容进行 A/B 测试的功能，这部分测试
数据非常重要，营销团队可以根据它更好地准备营销邮件的内容。

3.9.4

实时赛事分析

很多比赛中可以利用历史的批处理视图和当前比赛的实时数据向观众呈现多维度的统
计和分析。
批处理层可以持续进行批量数据处理，准备好各种批处理视图，将这些视图与当前的
比赛结合起来，可以推测和展示当前比赛中运动员取得的成绩。以板球为例，在比赛进行
时，球员可能取得不同的成绩。比如在测试中取得了 1000 分，这个成绩就可以在比赛时呈
现给观众。

3.9.5

推荐引擎

各种商业推荐引擎同时使用了来自各种业务应用的历史数据及当前的实时数据，大多
数时候是终端用户在网站上的行为数据。

3.9.6

安全威胁分析

日志可以从各种硬件和软件的组件中（包括业务应用）收集，把这些日志与过去的数据
集进行对比可以用来分析安全方面的威胁。例如，根据分析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认证
机制。比如说，可以把认证机制加强到双因子认证；如果在几分钟内反复收到来自某地的
请求，就可阻塞这些请求并提交给人工审查，以决定是否授权执行当前事务。

3.9.7

多渠道用户行为分析

Lambda 架构也可以用来进行多渠道用户行为分析。比如分析用户的购物行为、过去的
消费情况、社交行为等，然后用这些数据来进行精准营销。同时，基于对各种 A/B 测试的
结果进行分析，营销团队就能采取恰当的方式来投放广告邮件。

3.10

Lambda 架构运行范例

Lambda 架构已经在业界取得很多成功的应用，下面是其中一些案例：
● Twitter：例如采用改良版的 Lambda 架构对推文进行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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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on：多类企业应用。
● Crashlytics：使用 Lambda 架构的批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进行有效的移动端数据分析，
产生有意义的分析结论。
● Stack Overflow：一个知名的问答论坛，拥有庞大的用户社区和丰富的活动。Lambda
架构被用来创建一个向登录用户推荐问题的板块。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分析，比如
用批处理视图来分析投票数据。
● Flickr Magic View ：修订版的 Lambda 架构通过结合批量计算和实时计算来创建一个
神奇的视图（可参考 code.flickr.com）。

3.11

Kappa 架构

在 本 书 中 使 用 Lambda 架 构 来 构 建 数 据 湖 的 一 个 主 要 层（即 Lambda 层）。 然 而， 读
者也需要了解另一个简化版的 Lambda 架构，这个被热议的架构叫作 Kappa 架构。它和
Lambda 架构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只是出于简化考虑，去掉了批处理层，只保留了快
速处理层。其主要思想是避免从头开始进行批处理层计算，尝试把这些计算完全放在实时
计算或快速处理层。如前文所述，Lambda 架构的一个缺点是必须编码并运行同样的逻辑两
次，但 Kappa 架构避免了这个问题。
一图胜千言，图 3-11 中将 Kappa 架构和 Lambda 架构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读者可以清
楚地看到在 Kappa 架构中唯一缺失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批处理层。

持久化

数据流

快速处理

服务层

图 3-11

持久化

批处理

数据流

快速处理

服务层

Kappa 架构（左）与 Lambda 架构（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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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们认为，即使非常复杂，Lambda 架构仍然是构建数据湖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希望通
过图 3-11 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视角，让读者能够深入到实现方案中去，这就是为什么要简单
地介绍 Kappa 架构。
Lambda 架构中存在一个批量处理层是有原因的，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Kappa 引入
了新的技术框架，这些技术框架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相关处理。我们认为，在 Kappa 架构
中，Lambda 架构中的批量处理层和快速处理层被融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
Lambda 架构中使用这些新技术，并仍然保持层次分离和责任清晰划分。

3.12

总结

在 本 章 中， 详 细 介 绍 了 Lambda 架 构。 在 本 书 的 数 据 湖 实 现 方 案 中，Lambda 层
（Lambda 架构的一种实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章只介绍了理论层面的 Lambda 架构，并未涉及具体技术。希望读者能明白，在该模
式中，任何技术都能用来实现该架构各个层的功能。下一章开始介绍各种技术以及这些技
术的适用场景。
本章前几节对 Lambda 架构进行了简要介绍，后几节详细介绍了构成 Lambda 架构的多
个功能模块 / 层。同时，还阐述了该模式的优缺点，并全面而详尽地描述了这个模式。
希望读者现在已经对数据、数据湖和 Lambda 架构的背景知识有了充分的了解。读者在
下一章将会了解如何为企业实现数据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