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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ABC：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

人工智能（Artif icial Intelligence，AI）、大数据（Big Data）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技术，业内常常取这三个技术英文名的首字母将其合称为 ABC。最近 10
年，资本和媒体对这三种技术的热度按时间排序依次为：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事实
上，若按照技术出现的时间排序，结果正好相反，人工智能出现最早，大数据其次，云计算
则出现得最晚。由于每种技术都能应用于各个领域，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解读每
种技术。作为同时在研发和使用这三种技术的机构负责人，作者将尝试从大数据的角度解释
ABC 的关系，并且阐述这三种技术对于企业、机构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1.1

再谈云计算
我们在《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中曾详细讨论过云计算的定义、
一

机理和技术驱动的新商业模式，这里不再重复。作为 P 层云技术的领先企业和研发团队，
我们也在该书中分享了关于 P 层云存在的必要性和由其带来的云计算的新高潮的观点。这
里将着重讨论自《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出版至今 P 层云的新发展以及对
于大数据系统的影响。

1.1.1

云计算由南向转为北向

因为地图中一般把上面标记为北，所以在战略决策讨论中，一般把从下往上看的视角
称为北向，从上往下看的视角称为南向。在软件栈中，P 层云在 I 层云的上面，所以由 P 层
一
该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书号为 978-7-111-57571-9。—编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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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向 I 层云看齐叫作南向，由 I 层云向 P 层云看齐叫作北向。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选择一个
正确的视角是战略成功的关键。
在 Cloud Foundry 产品出现和 Pivotal 公司成立之前，整个云计算行业是南向的。云计
算行业的研发集聚在 I 层云，包括虚拟机、虚拟机动态迁移、网络虚拟化、软件定义的存储
乃至整个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分析师虽然提出了 P 层云，但是大部分云厂商把 P 层云看
作 I 层云的一个工具集或者服务抽象层，没有一个云厂商真正发布过一款独立的 P 层云产品
能够兼容其他云厂商的 I 层云服务。
Cloud Foundry 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 PaaS 云产品由 VMWare 提出，但是早期也只朝
南向 vSphere 产品看齐。一直到 Pivotal 公司独立于 VMWare 公司运作以后，行业才看到了
Cloud Foundry 成为一个独立的 PaaS 云产品的决心，之后又看到了 Cloud Foundry 在 AWS、
Azure 和谷歌云等各大云厂商上的兼容。即便如此，分析师在和作者交流的过程中还是会
问：“前面的 I 层云巨头都有类似的一个 P 层云的功能集，Pivotal 公司作为一个云计算的新
玩家如何在 PaaS 云市场胜出？”在作者看来，虽然同为 PaaS 云产品，但 Cloud Foundry 的
视角却是和其他云厂商的 P 层云产品完全相反。这就像在 PC 兴起的年代，虽然每个大型机
厂商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是微软作为一个新公司发明的 DOS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却因
为视角的转变最终获得胜出的机会。
从南向转变到北向的云计算行业趋势在 2018 年变得明朗起来。Pivotal 公司的 Cloud
Foundry 产品在 500 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不断得到认可。Pivotal 公司也在 2018 年 4 月成功
登录纽交所，被分析师称为“ PaaS 第一股”。更为明显的迹象是各个云厂商研发明显由 I
层云向 P 层云迁移。P 层云的新技术 Kubernetes 和背后的 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基金会的热度空前高涨。前不久，作者应 Linux 基金会（也是 CNCF 和 Cloud
Foundry Foundation 的母基金会）邀请参加开放云服务产业专题讨论，探讨如何引导产业
将 I 层 云 做 得 更 加 开 放 和 标 准， 以 迎 接 P 层 云 的 兴 起。Pivotal 公 司 的 Cloud Foundry 和
Greenplum 系 统 作 为 P 层 云 上 软 件 的 典 范 来 验 证 I 层 云 的 开 放 和 标 准 化 程 度。 在 Cloud
Foundry 和 Greenplum 出现的早期，主要由 Pivotal 公司和其社群来完成这两个 P 层云产品
在各个 I 层云上的适配。Linux 基金会号召所有云厂商开放和支持 I 层云的标准，使得 P 层
云产品的适配更加容易和无障碍。这也充分说明了云计算从 P 层云向 I 层云兼容的南向视角
开始转变为由 I 层云向 P 层云适配的北向视角。

1.1.2

P 层云的精细化发展

Cloud Foundry 和 Pivotal 公司的成功以及 IBM 大手笔收购 Redhat 的举措，使得 P 层云
的热度空前高涨。最近 5 年，Docker、Kubernetes 和 Cloud Foundry 技术生态圈不断扩充北
向视角的 P 层云，技术不断细化，目前已经形成了如下涵盖容器服务、应用服务和函数服
务的架构：
在容器技术层面，代表性技术主要有 Cloud Foundry 为主导的 Garden 容器技术和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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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技术。在容器编排技术方面，除了 Cloud Foundry，以谷歌为代表的 Kubernetes
（缩写为 K8s○）技术逐渐盛行。在 Pivotal 公司发行的 Cloud Foundry 2.0 中也融入了
一

Kubernetes 和 Docker 容器，并且联合谷歌公司和兄弟公司 VMWare 发布了 Pivotal
容器服务（Pivotal Container Service，PKS○）。
二

在应用服务技术层面，Pivotal Cloud Foundry 2.0 把原来的 1.0 版的 PaaS 应用服务发

布成为 Pivotal Application Service（缩写为 PAS），继续为开发者提供透明的应用全生
命周期管理。
在函数服务方面，亚马逊最近推出的 Lambda 服务最终成就了函数即服务 (Function as

a Servivce，FaaS）。在 FaaS 基础上，AWS 等云计算服务以比服务器更细粒度的服务和
对应的计费被业界称为无服务器计算（Serverless Computing）。随后，谷歌在 Knative
的基础上推出了谷歌的无服务器计
算。Pivotal 公 司 在 Knative 的 基 础 上 推

әౕ೧Ԡ

出了 Pivotal 函数服务（Pivotal Function

নᅺ೧Ԡ

Service，PFS），PFS 也 是 Pivotal Cloud
Foundry 2.0 的组成部分。

PaaS

ࢭۯ೧Ԡ

综上所述，P 层云目前的技术构成可以用
图 1-1 表示。

IaaS

这里之所以要剖析 P 层云的层次，是为了
ዏε

帮助读者理解大数据系统在云中部署的实际情
况和最新的趋势。

1.1.3

图 1-1

P 层云的细化和扩展

大数据系统在云中部署不断朝南上移

大数据的技术发展动力和商业赋能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讨论，本节将讨论云计算技术
的发展对 Greenplum 和 Hadoop 这样的大数据系统的部署的影响。在图 1-1 中，大数据系统
可以运行在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裸机硬件、I 层云或者 P 层云的容器服务上。
1）将大数据系统直接运行在硬件上面。因为大数据软件本身的机制，一个好的大数据
系统能满足云计算定义：计算资源可以随业务增长的需求而弹性增长。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节
中阐述。国内的公有云厂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专有云服务，为其专门部署属于他们自己的硬
件环境。
2）将大数据系统运行在公有云或者私有云的 IaaS 上面。不少公有云上的 Hadoop 服务
就属于这类情况。
3）将大数据系统运行在 PaaS 云的容器服务上面。截至本书完稿时，Pivotal 和阿里云
一
K8s 的意思是 Kubernetes 的字母 K 后跳过 8 个字母到 s。把一个长单词用“首字母 + 跳过的字母数”来进
○

行缩写是硅谷的众多缩写方法之一。硅谷有这么多缩写“坏习惯”就是为了让外行读不懂他们的科技文章。
二
注意，PKS 的第二个字母是 K 而不是 C，这是为了和 Google 的容器服务的英文缩写 GKS 保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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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流云计算厂商都认为将 Greenplum 运行在容器层可以有效减轻大数据系统的运维工作。
因此，不少公有云服务商喜欢把大数据系统划为 P 层云服务。
现在，主流云计算厂商都支持以上三种形式的大数据系统的部署。当企业将大数据系统
部署不断从硬件和 I 层云向北迁移至 P 层云的时候，云计算系统管理和调度的资源粒度更细，
大数据系统部署的成本优势和敏捷程度也不断提升。另外，因为 P 层云的容器的标准化，使
得大数据系统更容易实现跨云部署。这种北向迁移的变化表面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
这标志着大数据系统开始走向平民化。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在算力和存储资源提升的基础
上，大数据系统模型的准确程度也有所提升。在云计算出现之前，小企业投资和管理上百台
服务器组成的大数据系统是不敢想象的。公有云按资源使用量收费的模式，使得小企业运行
大数据系统成为可能。例如，不少企业在一个季度结束的时候，在公有云上申请几百台服务
器和内置的大数据服务，将这些计算资源开启数周来计算自己的企业数据，以获得对自己企
业的商业洞察。P 层云带来的更加精细的计费方式和更加标准的服务方式，使得企业可以在
整个互联网上快速获得大数据系统运营所需要的资源。云计算从早期 I 层云的跑马圈地转变
到 P 层云的应用和分析结果导向的精耕细作，这种精益化运作意味着这项技术走向成熟。

1.2

大数据
云计算是个概念清晰的新技术，相比之下，大数据则是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突然火

爆起来的。大数据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技术和商业实践的集合，因此业界对于大数据的定义可
谓丰富。如同在《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中解读云计算那样，作者仍
将通过剖析技术背后产业变迁的驱动力的方式来解读大数据。
知名咨询公司 Gartner 指出，数字宇宙在不断膨胀。谷歌首席经济学家范里安○也指出：
一

“从人类文明诞生到 2003 年，一共创造了 5ET 的数据，而现在几乎每两天就能创造这么多
数据。”○早在 2012 年，作者和易安信（EMC）联邦○的大数据产品领导人讨论 PC 时代如何
二

三

向云计算时代跨越时，就谈及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技术。

1.2.1

从 CRUD 到 CRAP

在 PC 时代，计算机主要用于流程的自动化，因为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事务
（Transaction），计算机的数据系统主要用于对这些事务记录进行操作。假设我们要为一所学
校创建一个学生管理系统。当一个学生被录取，系统就需要记录这样一个事务，为此需要
创建（Create）一条学生记录，记录学生的一些信息，例如身份证号、性别、年龄、籍贯和
一
范里安也是知名经济学著作《中级微观经济学：一种现代方法》的作者。
○
二
来源：https://www.eetimes.com/author.asp?doc_id=1330462。
○
三
EMC 联邦包括旗下的 EMC、VMWare 和当时待建的 Pivotal 公司。Dell 科技收购 EMC 以后，Dell 科技
○

家族包括 Dell EMC、VMWare、Pivotal、RSA、Virtustream 和 Secur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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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分数等。当该名学生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新（Update）相关的记录（比
如，学籍管理字段用于记录学生报到时间，此时就需要把这条字段更新到最新的报到日期）。
如果报到后有人获得授权查询该学生的录取分数，则可以从数据库系统中获取（Retrieve）
该学生的记录。因为系统的存储容量有限，所以当系统饱和的时候，就会删除（Delete）一
些过去的记录。简言之，记录的上述操作可归结为创建（Create）、获取（Retrieve）、更新
（Update）和删除（Delete）的组合，取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叫作 CRUD。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的关键就是保证事务操作的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Consistency）、隔离性
（Isolation）和持久性（Durability），取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叫作 ACID 属性（我们会在后
面详细介绍 ACID 属性）。目前，读者只要记住 ACID 是保证记录的 CRUD 操作不出现任何
错误的重要性质即可。这个工作听上去容易，但考虑到多个用户产生的事务同时操作一条记
录，以及像银行这样要确保任何一笔事务都实现零差错（不然用户账户余额可能出现差错）
的情况，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Oracle 数据库、IBM 的 DB2 数据库和微软的 SQL Server 数
据库就是靠卓越的 ACID 能力成为 PC 时代伟大的产品。
随着数据记录的数量与日俱增，一些企业开始对历史记录进行数据挖掘，以获取有价
值的信息。比如，美国的学校非常关心自己的生源和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如果说 GRE○
一

分数越高的学生就业越好，那么是否应该提高录取的 GRE 分数？反之，是否可以在录取
条件中降低 GRE 的录取分数？这些带着预设问题的报表操作就叫作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它其实和人工智能开始接近。在 BI 上尝到甜头的企业，在清理事务数据
系统的记录的时候会把它们导入到另外一个叫作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ing）的数据管理
系统，以备后续 BI 操作之用。此外，如果在事务数据系统中运行 BI 操作，会导致事务数据
系统性能急剧下降，进而影响正常业务应用。举个例子，一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教务处希望
更新该学生学籍，而前面一个 BI 操作正在生成所有毕业生的 GRE 成绩和就业单位起薪的报
表，那么更新学籍的操作就会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执行。所以，需要建立一个专门针对 BI 的
数据仓库系统以便让事务系统的运行不受干扰。当事务系统接近存储极限的时候，可以把部
分老数据导入到数据仓库，以免丢失有价值的历史数据。由此，数据仓库系统出现了两个很
有意思的操作：历史数据追加（Append）操作和报表处理（Process）操作。当然，数据仓库
系统依然需要创建（Create）和获取（Retrieve）操作。但是，因为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记录都
是有价值的，所以数据仓库中的删除（Delete）操作会减少，即使执行删除，记录也会被备
份到更加低速、廉价的存储介质上而不是真正被删除。此外，更新（Update）操作在数据仓
库里面也被减少，因为历史记录是有价值的，所以当一条记录被更新时候，系统只是追加了
一条新的记录，而不是将原记录替换为新记录。例如，用户每次更新密码的时候，系统会在
数据仓库系统里面追加老密码的记录，以备后续检查（预防用户重设密码或者在用户忘记新
密码的时候作为额外途径进行认证）。因为历史记录的价值在 BI 系统中被逐步发现，所以
一
GRE 的全称为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中文名称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是美国研究生院用于测
○

试录取学生的语言、数学和逻辑能力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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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统的创建（Create）、获取（Retrieve）、更新（Update）和删除（Delete）为主的 CRUD
操作慢慢转为创建（Create）、获取（Retrieve）、追加（Append）和处理（Process）为主的
CRAP 操作（CRAP 是四个操作的英文首字母）。伴随着数据仓库技术的发展带来数据量的
上升和数据处理速度提升的要求，工业界对于数据处理技术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于是大规模
并行计算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MPP）技术应运而生。

1.2.2

MPP（大规模并行计算）

原来专注于事务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涉及针对单条记录的 CRUD 操作。因为数据仓
库的出现，BI（甚至早期的 AI）算法开始整表整表地扫描所有数据。为了提高数据的处理速
度，在 PC 时代人们不再挑战单个大型机的性能极限，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一个 PC 集群来提
高计算性能。人类面临复杂问题的时候，分而治之是常用策略，MPP 是典型的分而治之策
略的产物。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分而治之的策略，我们来解析一个快速排序算法的设计，无论
读者是否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理解这种方法背后的设计原则都是有益的○。
一

快速排序算法问题陈述：假设给定任意一组无序的和不定数量的数，例如 {0，50，24，
9，23，7，35，17}，我们要让计算机找到一个步骤（算法）将这堆数从小到大依次排列。
快速排序算法描述：采用分而治之策略的快速排序算法就是在中间位置挑选一个数（即
枢数，英文为 Pivot），比枢数小的数移到其左边，比枢数大的数则移到其右边。然后，依次
对左边的一组数和右边的一组数分别再进行快速排序。如果我们挑选 23 作为第一趟排序的
枢数，那么第一趟排序后的结果为：
{0，9，7，17}，23，{54，24，35}
读者可以自己尝试对左右两组数继续做第二趟排序。注意，这时，本来对一堆数排序
变成了对两堆数分别排序，第二趟排序后就有四堆数需要排序，这就是一个不断分而治之的
过程。
同样地，并行计算也不是新理论，只是在 BI 业务场景下它有独特的适用之处。随着数
据量越来越大，BI 业务的结果返回速度越来越慢。作者从几个世界级公司的大数据团队那
里了解到，得出一个市场活动的报表常常需要几天乃至数周。可见，提高处理（Process）的
速度已成为关键。MPP 的分而治之策略就是把数据均匀分布到一群 PC 上，然后让每台机
器同时工作进行处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找出双十一活动中消费金额最高的顾客给
予奖励。假设我们把双十一的消费记录导入数据仓库并均匀分布在数据仓库的 10 台 PC 服
务器上。只要同时对这 10 台服务器上的数据进行扫描，每台服务器分别返回消费金额最高
的顾客记录，然后对比这 10 台服务器各自返回的消费金额最高的顾客记录，最终找到获奖
的顾客。这种方式的扫描速度接近单台服务器速度的 10 倍。如果企业还是觉得这个速度不
够快，那么可以把数据仓库扩大到 100 台等同的 PC 服务器，速度可以再快 10 倍。当然，
一
世界顶级软件科技公司面试时都喜欢考查类似于快速排序的算法，如果应试者懂得算法设计的分而治之
○

的思想，就能很快写出这个算法；而不知道算法设计思想的人，在工作 10 年后就很难回忆起这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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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例子中，10 台服务器只要交换一次数据就可以解决问
题。喜欢挑战的读者可以考虑一下如何计算消费记录的中数○，就会发现 10 台服务器之间交
一

换的数据量要大很多。当然，现在 Greenplum 中有大量的技术可以用于处理这些复杂场景
下的系统性能。热爱技术的读者可以在后续章节领略到 Greenplum 中大量体现匠人精神的
性能设计方式。一个技术产品是一系列设计艺术的集合，它需要人才、时间和组织文化的
沉淀。
随着大数据的爆发，产业趋势拉动数据仓库技术朝大数据平台的方向发展。产业需要
数据仓库产品拥抱开源、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趋势。Greenplum 和 Teradata 等伙伴们一直
在演进，Greenplum 因为 Pivotal 的第三平台战略的要求，演进速度非常快，这些将在后续
章节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市场迫切需要一个数据仓库以外的 MPP 数据引擎，以处理数据
仓库结构化数据以外的半结构化数据。典型的场景是 Google 的搜索，它需要处理大量半结
构化的 Web 文本。为此，Google 提出了 MapReduce 并行计算和 Google 文件系统（Google
File System，GFS）。Google 虽然发表了论文，但是并没有提供软件和源代码。于是，社区
里热心的粉丝们启动了一个 Hadoop 项目，实现了类似的 Hadoop MapReduce 和 Hadoop 文
件系统（Hadoop File System，HDFS）。Greenplum 为了支持 Hadoop 社区，把 Greenplum 的
并行 SQL 执行引擎和 HDFS 结合，创建了 Hadoop 生态内的 HAWQ 项目。HAWQ 的研发工
作主要在 Pivotal 中国研发中心内部完成，并且在 2018 年成为 Apache 的顶级开源项目。
除了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的 MPP，Pivotal 中国研发中心还对其他特定场景数据
的并行计算进行了探索。Pivotal 上海研发团队曾发起 Open-MPI○项目，探索基于开放高速
二

消息传递接口的并行化以计算社交网络图谱数据。这样的探索最终不一定都会取得商业上的
成功，但是对于一个意图成为 MPP 计算行业意见领袖的机构来说是必须的。基于这种探索
精神，Greenplum 和 HAWQ 产品创造了行业中很多从无到有的创新点。

1.2.3

大数据系统

在 Greenplum 和 Hadoop 出现之前，数据仓库和 BI 有两大局限性：一是系统的成本太
高；二是 BI 需要结合人为判断才能产生商业意义。
首先来说成本的问题。假设一个四年制高校每年有 8 万名在校生（即每年有 2 万名新
生），那么事务系统只要存储 8 万个学生相关的记录。但是，为了保留过去 20 年间所有学生
的记录，数据仓库系统需要保留过去 16 年毕业生的 32 万个记录。在存储价格昂贵的 PC 时
代（读者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容量为 32MB 的可以下载 8 首 MP3 的 U 盘要卖 200 多元），成
本数倍于业务系统但又不是刚需的数据仓库系统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是高阶玩家的装备。更
为糟糕的是，不少早期的数据产品建立在封闭的硬件和软件之上。硬件方面，数据仓库都有
一
中数是按顺序排列在一起的一组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也就是说，在这组数据中，有一半的数据比
○

中数大，有一半的数据比中数小。
二
具体可参考 https://www.open-mpi.org/。目前市场上已有几款优秀的社交图谱计算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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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存储系统，这些存储的价格是通用磁盘或者快闪存储价格的数倍到十余倍。同时，软件
系统也是封闭的，围绕软件系统开发更多 BI 工具或者高阶的 AI 算法非常困难。加上当时
BI 应用普遍被认为非刚需应用，使得大部分企业很难看到投入产出比（ROI），导致进一步
禁锢了大数据的价值。
其次来看 BI 需要人为判断的问题。BI 生成了很多报表，但是这些报表要靠公司的决策
者来解读。依靠直觉的人为判断会浪费决策者大量时间。尽管决策者擅长分析解读数据并工
作勤奋○，但 BI 的真正问题在于只有在决策者提出一个问题后才会生成报表。例如，一名校
一

董提出希望了解学生的 GRE 成绩和就业薪水的关系，数据仓库工程部门才会生成相应的报
表。但是，决策者们更希望计算机的数据系统能够覆盖他们的盲点。如果一个计算机系统能
够自动发现 GRE 分数高和就业起薪高的人群在二维空间分布图上聚集度高的规律并能自动
提醒决策者，那么这样的数据仓库系统才能真正帮助到决策者（实际上，这里隐含了一个叫
作聚类的非监督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所以，产业界开始由 BI 向 AI 迁移，但是 AI 比起
BI 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多的廉价数据存储和更开放的软件系统。
开源 Hadoop 和 Greenplum 解决了这两个进入大数据时代的绊脚石。首先，Hadoop 和
Greenplum 是开放源代码的，这使得专用的数据仓库可以接受更多高阶算法的改进。例如，
技术人员在 Greenplum 上面建立了一套叫作 MADLib○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库函数，企
二

业可以在自己的数据上面应用很多高阶的机器学习算法，其中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非监督
学习的算法，这意味着大数据系统可以找出更多靠人类直觉无法发现的智能和关联关系。
MADLib 最早是由 Greenplum 和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开发的，Pivotal 成立以后，将 MADLib
完全开源给 Apache，使其于 2017 年成为 Apache 的顶级开源项目。同样，Hadoop 也建立了
一套机器学习的库函数 Spark ML○，它的逻辑和 MADLib 几乎是平行的。
三

其次，Hadoop 和 Greenplum 都建立在通用的服务器存储上，也就是说，大数据系统的
存储和读者家用电脑的存储是一样的。那么，Hadoop 和 Greenplum 是如何利用普通硬盘达
到专用存储的可靠性和性能的？无论是普通硬盘还是专用存储设备，其本质都是通过相关
的软件和硬件冗余来实现存储的性能和可靠性的。Hadoop 和 Greenplum 只是把这些软件的
逻辑上移到服务器层次（Tier）。因为大数据系统需要对数据整遍整遍地读取，硬盘很容易
损坏，所以 Hadoop 和 Greenplum 采用冗余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即把一个数据块同时拷贝在
2 ～ 3 台服务器上（有些没有安全感的公司甚至拷贝到 5 ～ 7 台服务器上）。如图 1-2 所示，
文件块 1、2、3 同时在三台服务器上存有两个拷贝。服务器 A 上有文件块 1 和 3，服务器
一
过去，不少商业评论认为决策者的决策错误是他们的傲慢和未尽全职造成的，但在作者看来，决策者们
○

比起普通职员不仅擅长解读数据而且勤奋。比如，在周末给一个公司决策者和一个普通员工各发一个有
关公司产品重大质量故障的邮件，通常先回复的是决策者。可能是勤奋和数量分析能力的优秀习惯造就
了决策者而不是反过来。事实上，他们的失误更多是由于缺乏工具支撑来覆盖盲点。BI 并没有成为这样
的工具，所以 AI 在这方面的意义远胜于 BI。
二
详情可参考 http://madlib.apache.org/。
○
三
详情可参考 https://spark.apache.org/mlli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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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有文件块 2 和 3，服务器 C 上有文件块 1 和 2。这样做的好处是，任何一台服务器损坏
时都不必担心，因为它上面的文件块必然在其他两台服务器上有备份。假设服务器 C 损坏，
其硬盘上的文件块 1 和 2 丢失，此时插入一台新的服务器 D，就可以从服务器 A 上恢复文
件块 1，从服务器 B 上恢复文件块 2，最终服务器 D 重构了文件块 1 和文件块 2，从而完美
取代了原来的服务器 C。

೧ԠۯA

೧ԠۯB

೧ԠۯC

ౙεܺ1 ౙεܺ3

ౙεܺ2 ౙεܺ3

ౙεܺ1 ౙεܺ2

图 1-2

数据冗余和数据本地性

数据冗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数据本地性（Data Locality）。并行计算的一个关
键瓶颈是数据移动，而通过数据冗余可以实现在本地移动数据的效果。仍以图 1-2 为例，如
果一个计算任务需要扫描文件块 1，而服务器 A 正忙于其他任务。这时候因为服务器 C 上
有文件块 1 的冗余，就可以把这个计算任务分派到服务器 C。假设没有服务器 C 上的冗余
备份，那么只能从服务器 A 上拷贝数据块 1，在这种情况下，有大量时间不是用于计算文件
块 1，而是等待数据块 1 从服务器 A 拷贝 C，造成大量的时间浪费。
因为 Hadoop 系统和 Greenplum 系统的开源和开放以及使用通用硬件构建大数据系统，
从而极大降低了大数据系统建设和使用的门槛。加之很多学术机构和顶级公司已经用它们的
专用系统通过大数据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上取得成功，强烈的示范效应使大数据风靡全
球。大部分中大型企业都开始考虑通过大数据系统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1.2.4

当大数据遇到云计算

前面谈到，大数据系统云上北向迁移的趋势很难阻挡。云计算除了带来更低的运营成
本，也带来了更低的存储价格和可以伸缩的计算资源。这一趋势的推动力来自第三代平台，
而第三代平台是 CPU、存储和网络的产能不断升级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产物。但是，大
数据系统上云也有两个核心的技术问题要解决：1）提供适应于云计算的运维环境；2）按照
云上存储环境进行适配。
首先，我们来看云计算对于大数据运维的影响。一个软件系统运维的简便性与否会极
大影响软件的推广。公有云的一个优势就是把系统运维的复杂性留给了云厂商，而给用户提
供了一个不需要专业人员即可运维的环境。以淘宝网为例，淘宝店主不需要太多培训就可以
在淘宝网上开设并运营自己的网店。相比之下，传统线下的企业大数据系统则需要专业团队
来维护，而 Hadoop 系统的运维尤其复杂。对于 500 强企业来说，可以招聘一个运维团队来
运维这个系统；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运维复杂性带来的成本增加远大于软件许可费下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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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成本节省。Gartner 在 2017 年发布的技术成熟度曲线指出，Hadoop 系统运维的复杂性
将使得 Hadoop 系统在到达“生产成熟期”之前直接过时○。当大数据遇到云计算以后，获得
一

了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是可以通过云上可运维性的改善让中小企业像运维淘宝网店一样运维
自己的大数据系统。类似于 Snowf lake 的一批数据产品开始朝云上可维护性这个方向发力，
开源 Greenplum 在阿里云等公有云平台上的发布也降低了产品部署和运维的复杂性。
其次，我们再看云计算存储对于大数据的影响。云上的存储分为块（Block）存储和对
象（Object）存储。前者通常依赖 Dell EMC 这样的存储系统保障，它的优点是快速和可靠，
缺点是成本高昂。对象存储（例如亚马逊的 S3）的特点是价格低廉，但计算访问速度相对
较慢。在《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中我们说过，云计算通过软件和硬件的
分离实现了软件的永生能力，而传统的大数据系统可以直接访问本地的存储。因此，云上的
共享块存储环境与传统大数据系统的本地存储环境存在一定矛盾。大数据系统上云需要解决
计算主体和存储主体分离的问题。另外，云上的对象存储因为廉价、可靠等优势存放了各种
不同的数据源。除了半结构化的文本数据，也有大量的图片、音频和视频数据。因此，大
数据系统上云也要支持对更多数据源的处理。在云上，Greenplum 提供了新技术来访问 S3
文件系统内的半结构化数据，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讨论这一点。对于云上的图片和视频等数
据，因为存储和计算系统需要对相应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特殊调优，所以催生了 Google 的
TensorFlow 等产品。

1.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研究目标是用计算机程序来表示人类智

能。这个词最早是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在达特茅斯会议正式提出“人
工智能”这个概念之前，图灵和早期的计算机科学家一般用“机器智能”这个词。需要强调
的是，人工智能是建立在计算机之上。不管人工智能应用多么美妙和复杂，在图灵眼里都
是图灵机上的一个程序（或者叫作可计算数，
具 体 参 考 1.5 节）。 人 工 智 能 课 程 的 主 要 目
和其他计算机领域的算法并无太大区别，只

ುᖟ͋Ϣ

的是学习建立在模型之上的算法。这些算法

ωۯ



คݖ

ᄌޠ

是这类算法专注在如图 1-3 所示的智能主体
（Intelligent Agent）里面的模型。在人工智能

ீӸ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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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计算机科学家们试图建立模型使得智
能主体能够观察周围环境并做出行动，就像

图 1-3

智能主体作为 AI 的主要研究对象

人类的行为那样。
一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Hadoop 背后最大的两家公司 Cloudera 和 Hortonworks 宣布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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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5 年，由于智能主体模型在无人驾驶、聊天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识别等应用的准
确率的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热度也随之提升。AlphaGo 等棋类对弈让人工智能被公众津津
乐道，因为计算资源和计算能力的提升，在限定时间内，对弈模型比人类棋手更具优势，这
也引发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1.3.1

模型化方法

要理解 AI 和智能主体，我们要先理解模型化的研究方式。模型之所以让人觉得神奇，
是因为很多模型本身是基于经验的，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深究物理和计算机等领域的很多模
型背后的逻辑。以我们熟知的自由落体运动为例，我们可以为球体在斜塔自由下落建立一个
数学模型。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这个模型被认为是和物体的质量有关系的，所以构建的模
型可能如下：
h = c + α×m + β×t + γ×t2
其中，h 是下落高度，m 是物体质量，c，α，β，γ 是未定参数，t 是时间。
其实，模型的构造是门艺术，依赖于构造者。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验证他的模型。
按照现在的科学方法，我们至少需要四组以上（h，t）的测验数据来校准四个未定参数。如
果数据足够准确，我们会发现 c = 0，α = 0，β = 0，γ ≈ 5。读者可能会问，为何不构造一个
和 t3 相关的系数？答案还是因为模型是门艺术，跟构造者的直觉有关。例如，伽利略认为
自由落体的下降时间和质量无关，所以他会直接从模型里去除 α×m 这一项。读到这里，读
者可能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们测试得到的（h，t）的数据足够多，不管哪个模型的参数调校
出来的公式都接近 h = 5t2。假设读者没有安全感，在模型里面加入了其他变量，只要测试足
够多的数据，仍将发现这些变量的系数都接近于 0。通过这个例子，读者也可以直观感受到
“大”数据量有助于提高模型的准确度。
到此为止，可能很多人满足了 h = 5t2 的经验公式。但是，仍有好奇的读者会继续追问
为什么结果是这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在后面关于人与 AI 的讨论中，作者会区分人的两
类知识：经验和逻辑。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经验知识。但牛顿对这个问题深究了下去，最
终奠定了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在内的古典力学体系。学过中学物理的读者都知道，自由落
体背后的逻辑是因为距离（h）、加速度（a）和时间（t）之间存在以下动力学关系：
h=

1
a × t2
2

另外，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F = GMm/r2，加速度
a = GM/r2
1
a × t2，并且可以精确计算出加速度
2
（a）。站在牛顿力学的高度，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推断出前面的自由落体模型。但是，我们很
在牛顿力学体系内，我们解释了经验公式 h =

快又发现万有引力 F = GMm/r2 仍旧是个经验模型，目前并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模型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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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逻辑推断出万有引力模型。就这样，在一层层逻辑化自己的经验知识的过程中，聪明的读
者会把自己的知识拓展至已知知识的边界。在已知知识边界外的创新，可以用来逻辑化很多
我们现有的经验知识。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边界外的创新也可能会指出经验知识的
局限性，例如麦克斯韦电磁学指出了光速不依赖参考系，从而帮助我们发现已知的牛顿力学
的不足。
理解了模型化的科学方法以后，读者就很容易理解 AI 就是围绕智能主体建立模型，在
这些形形色色的模型背后，有着不同的派别和研究方法。在推理（Reasoning）背后，建立
了一种叫作目标树（Goal Tree）的模型；在机器学习背后，则模拟人的大脑的神经元放电机
制建立了一种叫作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的模型。考虑到最新一轮 AI 的热度很大程
度上是由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带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神经网络模型的设计灵
感，读者可以从中体会科学模型背后的艺术。
神经网络用于模拟人的神经元的决策机制，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人的神经元的结构。人的
单个神经元如图 1-4 所示，树突（Dendrite）

树突

会 接 受 信 号 输 入， 然 后 在 轴 突（Axon）

神经末梢

产 生 一 个 脉 冲 输 出 到 神 经 末 梢（Axon
Terminal）， 从 而 输 入 给 下 一 个 神 经 元。

细胞体

兰氏结

我们可以认为人脑是神经元的集合，虽
然无数神经元的协同工作涉及无数细节，
但是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只要抓住一些基
在图 1-5 中，我们对这个神经元进

髓鞘
细胞核

行简单的模型模拟，创建一个接受两个

图 1-4

特性（X1，X2）的输入后产出一个输出
X1

1，硬的为 0。红色并且已经软的西红柿

Weight1
Output

∑

设为西红柿的颜色：红色为 1，青色为
0 ； 把 X2 设 为 西 红 柿 的 硬 度： 软 的 为

神经元结构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uron）

的人工智能神经元。为帮助读者更直观
地 理 解 这 个 建 模 过 程， 我 们 不 妨 把 X1

施万细胞

轴突

本的细节就够了。

X2

Weight2

图 1-5

Y

Threshold

接受两个特性输入的人工智能神经元

是成熟的，可以食用（可否食用作为输
出）。我们把可以食用记为 1，不能食用记为 0。我们的目标是设计一个数学模型来模拟和训
练这个神经元以实现识别成熟可食用的西红柿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个神经元对颜色输入敏感，因此给 X1 分配一个较大的权重（Weight1），不
妨记为 50 ；这个神经元对于硬度的敏感性稍弱，因此 X2 的权重（Weight2）记为 40 ；这个
神经元只有在输入信号高于阈值（Threshold）60 的时候才开始放电并输出脉冲（1），否则
保持安静（0）。为此，我们选择 S 函数（也称为 Sigmond 函数）作为一个神经元工作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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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 Weight1×X1 + Weight2×X2 - Threshold

y = 1/(1 + e-x)，

读者可以为两个特性分别取不同的输入值，当两个输入变量都为 1 的时候，输出大体
为 1。两个变量在其他输入情况下，输出接近 0。我们根据已知的输入和输出训练了这个模
型的参数：Weight1、Weight2 和 Threshold。这个训练好的神经元基本能达到识别可食用西
红柿的目的。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何要给输入乘上权重（Weight1 和 Weight2）？为何要选择
一个阈值（Threshold○）? 这是为了更好地模拟生物神经元的工作原理。读者可能还会好奇为
一

何选择 Sigmond 函数作为神经元函数？简单地说，这是为了方便计算调优参数并减少计算
工作量。具体来说，1974 年，Paul Werbos 在他的哈佛大学博士毕业论文中选择了这个神经
元函数，在神经网络模型中首先使用了反向传播算法。在此之前，人工神经网络因为计算量
巨大，在闵斯基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神经网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一个
小热潮，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热度又下降了很多，甚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课程中
差点删除神经网络部分的内容○。2012 年，多伦多大学的 Geoffrey Hinton 教授使用了有 6000
二

万个参数的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当然离不开当今时代的算力的提升（在
1.4 节中会继续讨论云计算的出现使得原来无法想象的神经网络训练变成可能）。Hinton 也
因此被认为是深度学习的奠基人，并成为谷歌大脑研发的关键人物（也曾任教于卡内基·梅
隆大学）。至于如何把图像处理后输入到拥有数以万计神经元的网络进行识别，读者可以参
考 Hinton 的工作。
因为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文本翻译等领域的突破，出现了最近一轮建立在神经网
络上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热潮，对 AI 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预期？为此，我们有必要
回顾一下 AI 的历史。历史总是会重复自己，回顾 AI 历史能够帮助商业决策者做出正确的
预期和决策。

1.3.2

AI 的发展史

自远古时代，人类一直希望能够创造一种类似于人类智能的机器，将人类从乏味的重
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直到 1936 年，计算机科学的鼻祖图灵○发表了名为《论可计算数》的论
三

文，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哲学话题才转变成一个可以像数学学科那样被论证的课题。在论文
中，图灵构造了假想的机器来模仿人类。电影《模仿游戏》讲述的就是图灵如何构造假想的
机器（计算机）来模仿人类的故事。在那个时代，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没有提出，人们更多地
使用“机器智能”这个词来讨论计算机带来的智能。简单地说，图灵的论文证明了机器可以
模仿人类智能，所以今天的无人驾驶、聊天机器人、棋类对弈和计算机视觉识别等应用都是
图灵预见的，虽然他那时并没有足够的硬件条件测试这些应用。读者如果想深入探讨计算机
一
为方便计算，在真实的模型中会把 Threshold 写成一个固定的输入 -1 乘以权重 Weight0。
○
二
参考 MIT 教授 Patrick Winston 的公开课《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Lecture 12a 》
（课程编号为 6.034）。
○
三
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项图灵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图灵奖在计算机科学的地位类似于诺贝尔奖在其他自
○

然科学学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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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模仿所有人类的活动，可以参考 1.5.1 节中关于 AI 和人的讨论。
在图灵提出图灵机后，多个机构便开始设计真正意义上的遵循通用图灵机模型架构
的存储程序计算机（Stored-program Computer）○。虽然第一台存储程序计算机（后文称作
一

现代计算机）是谁先发明的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影响较大的是冯·诺依曼提出的 EDVAC
（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冯·诺依曼在后来也确认现代计算机的
核心设计思想是受到通用图灵机的启发○。现代计算机发明以后，各种应用如雨后春笋一样蓬
二

勃发展，但是真正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应用方向提出来还是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现代计算机被发明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各个领域都开始
关于“思考机器”（Thinking Machines）的讨论。各个领域的用词和方法的不同带来了很多
混淆。于是，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年轻的助理教授麦卡锡（John McCarthy）
决定召集一个会议澄清思考机器这个话题○。召集这样的会议需要赞助，聪明的麦卡锡找到
三

了他在 IBM 公司的朋友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闵斯基
（Marvin Minsky）以及大师香农一起在 1955 年写了一份项目倡议。在倡议中，他使用了人
工智能（Artif icial Intelligence）这个词，避免和已经有的“思考机器”一词混淆。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闵斯基，麦卡锡和闵斯基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领导了 AI 实验室，成就了麻省理工
学院在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指的地位。会议在 1956 年举行，这里必须提到另外两位短期的
参会者，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纽厄尔（Alan Newell）和司马贺（Hubert Simon）。他们
四

虽然只呆了一个礼拜，但是他们的报告中公布的一款程序“逻辑理论家”
（Logic Theorist）代
表了人工智能的另外一条路线。因为纽厄尔和司马贺的奠基工作，卡内基·梅隆大学成为人
工智能的另一个重镇。至于其他参会人员和他们之间的趣闻，读者可以参考《东方早报》在
人工智能 60 周年的报道○以及相关的著作。
五

1.3.3

对 AI 应用的正确预期

达特茅斯会议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人工智能”（AI）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自那以后，AI 在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无人驾驶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人工
智能”这个概念常常被过度消费。过去，美国的学者用这个概念来申请政府研究经费，今
天有不少公司用这个概念来从资本市场募资。但实际上，AI 的进展并不像很多人预言的那
样乐观。就棋类对弈而言，司马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预言计算机能打败人类，但没有
实现；20 世纪 60 年代末，麦卡锡打赌说计算机将在 10 年内打败人类，结果他输了；国际
象棋程序深蓝在“限定时间内”胜出人类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实现。围棋程序 AlphaGo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一台程序存储计算机的候选列表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red-program_computer。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uter#Modern_computers。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rtmouth_workshop。
当时属于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由卡内基理工学院和梅隆学院合并形成的。
参见《人工智能的起源：六十年前，一场会议决定了今天的人机大战》，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44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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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定时间内”胜出人类则是在 2017 年实现的。闵斯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预言，二十
年内可以解决自然语言处理问题，时至今日，各种 AI 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尚有极大差
距。如今的“无人驾驶”在商用中实际上更多起到“辅助驾驶”的作用，因为在实际的使用
中仍出现过意外情况，从保证行车安全的角度，尚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
人工智能最近一次的持续升温是被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软硬件技术持续发展使
得很多应用得以落地而驱动的（我们将在 1.4 节中讨论 ABC 的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也
许是由于大众媒体和科幻电影的影响，AI 界有种过于乐观的倾向。但实际上，我们对于 AI
模型的精度应该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构建的神经网络在内的很多 AI 模型本质上
还是经验模型，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逻辑证明。这些模型的精度比起古典力学模型精度还差了
很多。即使是古典力学模型，在微观量子世界也是失效的，所以对于这些模型的使用范围也
要持谨慎态度。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建立在经验模型上的 AI 应用持过度怀疑的态度，因为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来自经验，事实证明，这些知识也是实用的。所以，AI 是一个在不断前
进的领域。
人工智能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是机器能否超越人类？这个问题是令我们对于人工智能
感到不安的原因。从计算机发明的第一天，图灵和其他伟大的数学家们就已经对这个话题进
行过深入的讨论。与大众传媒不同，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深层次的
数学和逻辑层面的讨论。1.5 节将着重讨论 AI 和人的关系，有决心探究这一问题的读者可
以参考这一节。

1.4

ABC 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解释了 ABC 的概念，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下 ABC 之间的重要内在关系以及这

些内在关系带来的可以赋能于商业的巨大技术产能。从技术角度上看，ABC 之间有以下两
层重要关系：
1）大量数据输入到大数据系统，从而改善大数据系统里建立的机器学习模型。
2）云计算提供的算力使得普通机构也可以在今天用大数据系统计算大量数据从而获得
AI 能力。
先 看 第 一 层 关 系。 谷 歌 研 究 院 的 F. Pereira、P. Norvig 和 A. Halevy 发 表 了 一 篇 文 章
《数据的奇效》○，解释了如何通过大量数据提高机器学习模型的准确率。早在谷歌之前，微软
一

研究院的 Michele Banko 和 Eric Brill 在他们的论文《扩展到非常非常大文本来去除自然语
言歧义》○中，展示了使用海量数据后各个机器模型的准确率都有大幅度提高，如图 1-6 所
二

一
Fernando. Pereira, Peter Norvig and Alon Halevy,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Data, IEEE Intelligent
○

Systems, vol. 24, no., pp. 8-12，2009。Norvig 也是《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一书的联合作者。

二
Banko and Brill, Scaling to Very Very Large Corpora for Natural Language Disambiguation, Proceedings of
○

AC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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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一结论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问题求解指出了一个新方向：用大量数据和大数据计
算来提高人工智能。对比一下自然语言翻

1.00

译在最近 10 年因为利用大数据和计算所带
来的进展，读者就能感觉到这种力量。

0.95

再看第二层关系。云计算带来的巨大
好处就是提供商品化的计算资源，以前只有
源，现在可以被一个创业公司所拥有。这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审视
一些计算机行业的难题○。计算资源的丰富使
一

得大数据技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被使用。云
计算平民化了大数据技术，使得大数据技术
被企业广泛采用，企业也利用大数据养成了
保管数据的习惯，把数据当作未被开采的资
源。大数据的普及给人工智能的分支—机
器学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综合前面讨论的 ABC 的内在含义，当

༖ᣵӁዑჼ

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才能拥有的巨大计算资

0.90

0.85

0.80
Memory-Based
Winnow
Perceptron
Naive Bayes

0.75

0.70

图 1-6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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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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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量数据后各个机器模型的准确率都有
大幅度提高

前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可以朝着以下两个方向前进：
1）设计新的机器学习模型，在前人的模型上有所创新，改进模型效果。
2）使用已有的机器学习模型，但是利用前人所没有的数据量和云计算带来的计算能力
来改进模型效果。
谷歌公司的 Norvig 曾经说过“我们没有更好的算法，但是有更多的数据”○。显然，
二

Norvig 鼓励按第二种方法进行创新，当然，这不意味着用第一种方法创新不重要。但需要
指出的是，第一种方法的创新门槛要远高于第二种，除了世界顶级的机构，普通机构很难拥
有相应的资金、人才及配套的管理和文化来支撑第一种创新方法。第二种方法对于传统的机
构也是可以重复和实践的，按照已经有的方法论、成功案例和人才培训可以实现基于大数据
和机器学习的高阶数字化转型。
前面讨论的 ABC 的关系可以总结成图 1-7。云计算从量变到质变带来前所未有和平民
化的计算资源。企业和互联网在数字化应用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和计算能力使
得大数据技术普及到普通机构，而这些机构利用大数据来创建和改善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
带来更好的人工智能成效。
一
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比前人聪明，但是我们会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前人没有机会解决的
○

问题。
二
Xavier Amatriain，In Machine Learning, What is Better: More Data or Better Algorithms, https://www.
○

kdnuggets.com/2015/06/machine-learning-more-data-better-algorithms.htm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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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严格限制在技术的演进上。下一章将在商业层面继续讨论图 1-7 中大
数据、模型和应用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商业
决策者如何利用在大数据系统上的 AI 机会来改

ͤࡽۯ
AIคݖ

善自己的数字应用，以巩固竞争优势。
AI 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能超过前三次技术革

নᅺ

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技术领袖、商业领袖和政策

߉ౕன
ᐹᒇ

制定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前面关于 AI 和
人的关系的大部分讨论都没有系统化和逻辑化，
因而不是一个学术讨论，1.5 节则会在邱奇和图

ᦞᖟిڙ

ᩜҍౕன

命。随着科技和商业不断推动 AI 技术前进，AI

ʹᣅᏗ

灵的学术讨论上回顾并延伸到 AI 和人的讨论。

图 1-7

ЇᏗԛ

ABC 之间的关系

这部分讨论非常硬科学，可以作为选读内容。
但是对于那些有兴趣深入思考 AI 技术和人类关系的读者或者希望跳出 AI 框架内应用创新
而成为系统创新者的读者，啃啃这根硬骨头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5

AI 和人
我们在 2016 年编写和出版《 Cloud Foundry：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时，预测了 P 层云

在降低数字化门槛后，数字世界将呈现爆发式的发展。当前，ABC 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对
ABC 的拥抱印证了我们的预测，ABC 中的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又一次火爆。无独有偶，美
国电视剧《西部世界》第二季的第一集一经播出就引起热议。一时间，人和人工智能这个话
题又重新被辩论。为此，在本书中，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希望为读者打开一个认
识这个世界的新窗口。另外，作为一个顶级研究机构，这些考量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确
保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而非相反。

1.5.1

经验与逻辑

在讨论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及其差别之前，我们先看看人类知识的构成。作者并没有
哲学专业背景，这里介绍的概念不一定能和哲学概念一一对应，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读者可
以建立一个对照转换。
作者认为，人的知识由经验和逻辑两个层面构成。第一类知识是逻辑知识，可以通过
分析得出新知识。下面是典型的逻辑知识：
1）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2）根据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满足 x2 + y2 + = z2（其中 x 和 y 是两条直角边，z 是
斜边）。如果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长度分别是 3 和 4，那么根据勾股定理可以得到 z 的长度是 5。
另一类知识就是经验知识。经验通常是没有经过逻辑推理或者无法通过逻辑推理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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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过去的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下面是两个过去的经验知识：
1）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哥白尼之前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验知识。
2）
“地球是平的”在哥伦布之前一直是大部分人的经验知识。
3）太阳从东边升起，到今天为止还是大部分人的经验知识。
要观察人的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可以观察小孩子的学习过程。如果把一个算盘竖起
来给小孩子玩，小孩子可能会把珠子往上拨，然后珠子会掉下去。但是孩子会重复，因为他
们不知道珠子总是会往下掉。为什么大人不再重复这个动作？因为学过物理的大人从逻辑上
会知道珠子会因重力的作用往下掉，没有学过物理的人根据过去的经验也会知道这样做珠
子会往下掉，所以不会做无用功。苹果为何总是从树上掉下来？在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律之
前，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经验知识。在万有引力定律发明以后，对于知晓力学的人则是逻
辑知识，对于不知晓力学的人依然是经验知识。
学过物理的读者先不要得意，因为经验和逻辑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逻辑知
识到一定层次不能再往下推理的时候，人又会依赖经验（有时候甚至是直觉或情感）。有时候，
人懒得推理，也会停留在经验知识层面上。读者也不要笑话“懒得推理”这个行为，因为人类
沉淀下来的经验知识实在太多，如果要试图逻辑化所有的经验知识，在人有限的生命里是很难
完成的。这就是极端聪明的人在无法逻辑化他们想逻辑化的知识的时候，他们的幽默感会诉诸
一些最基本的经验（以表示无奈）。后面在介绍机器（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会
看到很多不可计算数，这是有限的人脑和机器在无极限的知识体系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无奈。
为了解释逻辑和经验的相对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过程。万有引力
定律和牛顿三定律主要是用来解释开普勒观察到的天体运动规律（图 1-8 所示是用古典力学解
释的开普勒观察到的太阳系各大行星的天体运动）。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三定律本身是基于一
系列假设的一个数学模型，有效拟合了开普勒观察到的天体运动。这种处理方法和神经网络
模型一样，都是把标注过的数据集合输入模型，调整模型的参数以拟合这些数据集。牛顿三定
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参数经过拟合以后，物体间的作用力变量（F）和距离变量（r）系数○关系
一

是 -2（也就是平方成反比）。所有学习过物理的人对这个结果不会有太多质疑，但是哲学家们
则需要经过逻辑化才能认可这个结果。所以他们会问，为何系数是 -2，而不是 -1.999999…9
（中间间隔足够多的 9）或者 -2.00000…01（中间间隔足够多的 0）？这样的系数一样能够拟合
所有可以观察到的数据。当然，牛顿选择 -2 而不是那两个长数字主要是为了处理方便，或者
他相信简单的总是好的（作者没有机会用混有吴语口音的美式英语和牛顿的皇家口音英语隔着
时空对话，但“简单是好”是大部分做模型的人的一个情感选择而不是逻辑选择）。当然，牛
顿没有心情和这些哲学家费一番口舌，他的回答有点类似于“你们拿去用，一定屡试不爽，有
问题再回来找我。
”○事实上，哲学家们对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内的古典力学体系的质疑是有
二

一定道理的，因为后来古典力学在描述微观世界的时候不再成立（这时就需要量子力学了）。
一
定理的系数在模型中一般被称为参数。
○
二
牛顿因此也被认为是工具主义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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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力学描述的太阳系天体运动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cn/ 太阳系）

如果把古典力学运用到原子核和它的电子，我们无法解释为何电子不掉进原子核，这
就意味着古典力学的模型无法对某些数据进行拟合。经过不断的探索，物理学家们建立了量
子力学。和古典物理不同，量子力学的模型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概率基础上。例如，在量子
力学中，人们无法预测电子在原子核外的固定位置，只能预测它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图
1-9 描述了氢原子的电子的波动方程。轨道的颜色深浅代表了电子出现的概率。
综合前面的讨论，万有引力实际上是根据人类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观察得到的经
验总结。苹果下落对于没有学过物理的人而言是经验知识，而对于学习过物理的人而言，他
们的知识虽然在逻辑上往上走了一层，但最终还是要依赖于一个经验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的
参数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出来的，而是根据过去数据匹配出来的一个经验值。现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模型正是这种情况）。
作者具有理学和经济两个学科背景，所以对文科和理科的交叉、融合深有体会，因为
当我们的认知达到一定边界的时候所做的模型和假设不得不诉诸于情感（或者直觉），就像
牛顿为了简洁选择 -2 作为模型里面距离的系数，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诉诸于世界是方方正
正的情感（后面会详细讨论）。当然，文艺青年也不要总是陷入情感中，因为大部分的感性
认知远没有到人类认知的边界，它们很容易逻辑化而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感性认知。（这
可能也是一些知名高校会要求理科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文科课程才能毕业，文科生也必须
要选修一定数量的理科课程才能毕业的原因。大家熟悉的太极拳和五禽戏也蕴含着这样的道
理，前者是一套阴阳平衡逻辑，后者是一套朴素的希望像猛禽一样强健的情感表达。
）实际
上，作者想说的是，读者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知识系统，逻辑和内化它们是非常耗神的，所
以大部分知识还处于非常朴素的经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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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描述的氢原子波动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antum_mechanics）

虽然文 / 理科学生受到的逻辑和经验的训练可能不太一样，但是 AI 和人比起来如何
呢？从上一节对机器学习的讨论中看到，因为强大的计算能力，机器学习看上去要胜人一
筹。例如，在判断贷款申请的风险系数时，AI 能够把所有人的所有贷款历史读一遍来调校风
险控制模型的参数，从而利用这些经验参数来判断当前一笔申请的风险。任何一个有丰富经
验的贷款专员也只能根据自己过去看到过的坏账贷款的模糊图景来判断当前交易的风险。
如果说人算不过 AI，那么人在逻辑推理方面是否比 AI 高出一等呢？我们需要在一个更
为广阔的数学和计算机的知识体系框架下讨论这个问题。

1.5.2

公理化的逻辑系统

上一节谈到了人类的经验知识是分层次的。我们总结一下苹果落地的两个层次。第一个
层次，因为我们看到苹果总是往下落地，没有往上飞过，所以我们认为苹果是落地的；第二个
层次，我们建立牛顿古典力学模型，因为物体受力要朝受力方向加速前进，所以苹果脱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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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以后，受到地心引力作用要朝地表方向前进。在这个层面，古典力学的很多模型的选择（例
如，万有引力和距离平方成反比；再例如，不同参考系下，时间流逝是一样的）也是基于经验
的。人类把知识一层层往上逻辑化到认知边界，依赖几个感性的假设便建立了一个认知体系。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则从相反的角度来考虑：能否依赖几个基本的公理假设（感性选择）
来建立整套认知体系？从欧几里得到希尔伯特，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科的先贤们分别对几何
知识和代数知识进行逻辑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开始构想，能否让机器从几个公理和规则
出发，通过计算推演列出所有人类知识？这一构想直接导致了以图灵机为代表的机器智能的
产生。图灵在他的经典论文《论可计算数》中构造了一个机器（后人称为图灵机）来模仿人
类数学工作者。学术界普遍认为物理计算机的发明是受到图灵机的启发。冯·诺依曼等人在
发明物理计算机后，给原本清贫的数学工作人员创造了高薪的编程岗位。我们在前面谈到，
今天的 AI 技术建立在计算机之上。从理论上讲，AI 学科只是图灵机系统的一个模型化算法
子集。在这个子集里面讨论 AI 和人的关系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讨论 AI 和人的关系时，
我们需要再往上追溯到公理化数学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邱奇、图灵和哥德尔等人对
于机器和人的探讨远比今天大众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深入。
第一个建立公理化的逻辑系统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如果追溯到数学的源头，
欧几里得是个不得不提的人。他的著作《几何原本》对于人类影响非常深刻，据说《几
何原本》在西方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欧几里得的整个几何体系建立在如下 5 条公理
之上：
1）过相异两点，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直线公理）。
2）线段（有限直线）可以任意地延长。
3）以任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可作一个圆（圆公理）。
4）凡是直角都相等（角公理）。
5）两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侧两内角和小于两个直角，则两直线会在该侧相
交（平行公理）。
其中，第五条公理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为：在一平面内，过直线外一点，可作且只
可作一条直线与此直线平行。
欧几里得平面几何（欧氏几何）的所有定理可以最终追溯到这五个公理，所以这五个公
理构成了欧氏几何的边界。作者在开始学习这些公理的时候也难以理解边界这个问题，后来
也就放弃追问欧几里得为何如此定义这五个公理。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学霸都不喜欢欧几
里得的看上去像“主观臆断”定义出来的第五公理。其中，俄罗斯人罗巴切夫斯基（后面简
称罗氏）认为第五公理应该可以通过前面四个公理推导出来。为了推导这个公理，罗氏使用
了反证法。在反证法中的第一步，他假设“过直线外一点有两条平行线”，然后试图通过这
个反证假设来结合前面 4 条公理推导出逻辑矛盾。如果推导出矛盾，那么假设错误。但是，
罗氏基于他的假设并没有推导出任何矛盾，反而推导出一个和欧氏几何完全平行的几何体
系—罗氏几何体系，也就是双曲几何。为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罗氏双曲几何，图 1-10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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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图形，这是一个三角形位于一个双曲抛物面上，另外右下方有两条在欧氏几何中应
平行的分流线。
罗氏几何体系完全不同于欧式几何，开创了非欧几何的先河。一方面，这意味着欧几
里得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他必须选择第五公
理才能建立起欧氏几何体系。另一方面，这也
意味着罗氏可能惹上了和哥白尼一样的大麻烦。
罗氏理论标志着两个几何世界的出现：一个是
欧氏几何描述的方方正正的世界，另外一个是
罗氏几何描述的弯弯曲曲的世界。由于颠覆了
当时大众广为认知的体系，罗氏的理论因此遭
到很多非议，他个人也遭受了很多不公正待遇。
这时，罗氏向另外一位学霸、有“数学王子”
之称的高斯求助，希望高斯能够公开支持他的

图 1-10

罗氏几何中的三角形和平行线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双曲几何）

理论。高斯虽然提供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最终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多个几何体系的存在。尽管高斯自己也感觉到第五公理的选择
不是唯一的，但是他深知公众面对具有颠覆性的新事物时的恐惧。（这里插一句，其实某种
）
程度上今天对于 AI 的恐惧也只是历史重现。
罗氏的晚年在不幸中度过，他的理论一直没有公开得到支持。直到 1868 年，意大利数
学家贝尔特拉米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非欧几何解释的尝试》，证明非欧几何可以在欧几里
得空间的曲面（例如拟球曲，pseudosphere）上实现。也就是说，非欧几何命题可以“翻译”
成相应的欧氏几何命题，如果欧氏几何没有矛盾，非欧几何也自然没有矛盾。直到这时，长
期无人问津的非欧几何才开始获得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被深入研究，罗巴切夫斯基的独创
性研究也由此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赞美，他本人则被后人赞誉为“几何学中的哥
白尼”。○
一

自贝尔特拉米解除了非欧几何的束缚以后，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高斯和黎曼对非欧
几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拓展。黎曼对于欧式几何的第五公理做了另外一个相反的假定：过
直线外一点，不能做直线和已知直线不相交。由此产生了非欧几何的另一个分支—椭圆几
何。关于高斯和黎曼在非欧几何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可以参考陈省身先生 1987 年发表的演
讲《什么是几何学》。○
二

总结来说，通过对欧几里得第五公理做出的不同假设，最终衍生出三种逻辑自洽的
几何学：罗氏几何、欧式几何和黎曼几何。在三种几何中，垂直于同一线段的两条直线如
图 1-11 所示。

一
参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罗氏几何。
○
二
参见《陈省身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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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bὃวӊϣ

cὃẩೞӊϣ

三种几何中垂直于同一线段的两条直线的图像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非欧几里得几何）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计算机（人工智能）和几何有何关系？因为非欧几何的公理化
体系的讨论，激发了自然数算数体系公理化的类似讨论，从而推动图灵机定义的出现。这
里我们还要介绍哥廷根大学的另外一位学霸—希尔伯特。在高斯和黎曼之后，非欧几何
在哥廷根大学盛行，影响了不少数学家。哥廷根大学迎来了希尔伯特，希尔伯特提出了公
理化几何体系并出版了《几何基础》。整个体系从一组公理出发，层层推导。希尔伯特的
公理化方式也标志着数学方式开始转移到现代的公理系统。公理系统可以摆脱现实世界，
就像非欧几何的不同第五公理可以创造出不同于生活直觉的几何世界。如果说几何学是探
讨几何元素的关系，那么点、直线、平面等可以用桌子、椅子等物体所取代○。更为重要的
一

是，在希尔伯特的概念里面，一个从公理系统构造出来的完整的数学系统应该具有以下
特性○：
二

独立性：系统里的各个公理相互独立，任何一个公理都不能从其他公理推导出来。

例如欧几里得的第五公理并不能从其他四个公理推导出来。
一致性：从公理出发，不能推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定理。假设 B 是 A 的反命题，则

不能从公理系统中同时推导出 A 和 B 成立。
完备性：从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所有真命题。假设 B 和 A 是反命题，但是从公理

系统不能证明 A 或者 B，那么系统是不完备的。因为 A 和它的反命题都可能是正确
的，不完备的系统像知识世界存在黑洞一样，让人不安。
可判定性：即给定一个数学命题，是否可以从公理出发，通过有限计算步骤来判定

这个命题的可证明性。这个可以列举的计算步骤就是现在所说的算法（Algorithm）。
完备性和可判定性可能会让人混淆。如果一个系统是不完备的，那么存在命题不可被
证明。可判断性则探讨是否能找到一个步骤，计算出一个命题能否被证明。
希尔伯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公理化系统的思考方法影响到代数体系。在 1900 年 8 月举
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将可判定性问题列为当时数学面临的 23 个问题中的第 10
位。这个问题被描述为：“是否可以推导出一个过程（算法），通过有限步骤判定不定方程
（也叫丢番图方程）是否存在有整数解的命题？”希尔伯特的座右铭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
必将知道。”因此，在他眼里，无论不定方程是否有解，都应该存在一个判定过程来判定它
一
参见《几何学公理化》，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大卫·希尔伯特。
○
二
我们这里没有采用严格的数理逻辑语言，部分内容参考 Charles Petzold 著、杨卫东等译的《图灵的秘
○

密》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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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被证明。例如，费马方程 xn + yn = zn 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不定方程，在数学家们
试图证明命题“费马方程在自然数 n > 2 的情况下不存在整数解”之前，希望有个判定过程
（算法）来判定它是否可以被证明。
事实上，费马定理的证明花费了数学家 300 年的努力，幸运的是它是可证明的。从费
马定理证明史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代数命题通用判定过程（算法）的意义重大。要讨论通用
的可判定性，首先需要清晰地定义什么是算法。为此，邱奇和图灵分别提出了不同构造和定
义。图灵构造了图灵机，算法就定义在图灵机的操作之上。下一节将讨论图灵构造图灵机的
过程，但是很遗憾，图灵也证明了基于自然数算术的公理化体系的通用判断过程并不存在。

1.5.3

图灵机和可计算数

图灵的论文《可计算数及其在可判定性问题上的应用》(《 On Computable Numbers，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发表于 1936 年，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一
个图灵机来计算可计算数，证明希尔伯特提出的通用可判定性方法不存在。
图灵机的具体构造可以参考图灵的论文，这篇论文阅读起来非常晦涩。但如果要理解他
的构思或者灵感，那么阅读他的论文是最直接的方式。图灵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要推测图
灵的构造灵感非常困难，但是读者可以像作者这样通过阅读到的文字和听到的故事去隔空对
话这位伟人，推敲他的灵感来源。电影《模仿游戏》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平，据历史学家估
计，图灵因为破解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而拯救了 1400 万英国人。在破
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时候，图灵沉浸在密码学之中。密码学就是将一组数字按照某种规则让
机器变成另外一组数字。接收方可以根据一个反向规则让机器将其变成原文。举个简单的例
子，10 多年前为了让我的信件不被家长偷看，我曾构造过一个简单的加密方法：把所有的
英文字符换成英文字符表的下一个字符，接收者把每个英文字符换成字符表的前一个字符即
可以重构原文。举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计算机科学一般用两位数字 01，02，…26 来表示
英文字母 A，B，…Z，用 00 表示空格。这样，一个关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的文字消息就可
以转化为一串数字。接收者收到这串数字后，把每两位数字转换成对应的字母，就可以还原
出文字消息了。把一个句子通过一个机器逻辑映射成一个数字非常有意思，例如 ICU 可以映
射成 090321。图灵在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时候可能深谙其中的乐趣。
《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的第 1 章曾回顾香农信息论为代表的数字
世界的崛起。我们谈到了冯·诺伊曼为何建议香农在他的信息论中采用物理学中熵的概念，
但是我们并没有仔细讨论后面的哲学，这里可以再继续深入讨论一下。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
隐隐约约感觉到物质和能量背后存在的信息（数字）世界，那么我们能否用数字世界来描述
物理世界？香农和奈奎斯特独创了信息论。在他们两位开天辟地的工作成果下，我们可以通
过一个机器把图像、音频编码成一组数字。于是，我们今天可以用二进制编辑器打开任何一
台计算机上的图片或者音频，其实它们只是一串 0 和 1 编码。这些 0 和 1 的字符串对应了一
个数的二进制表示，所以它还是一个数。图灵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时候，有机会去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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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实验室协调英美两国的合作。他在贝尔实验室遇到了两位大师（可见人生结交高质量的
朋友多么重要）。作者猜测图灵从两位大师制作的编解码机器中大受启发，将他对世界万物
都是数的信念往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人的五官能够感受到的世间万物都可以用机器转换成
一

数字来表示，那么人的思考过程是否也能用机器转换成数字来表示？为帮助读者理解图灵的
这个构思，可以用 iPhone 手机上的 Siri 语音助手来类比。Siri 是一个能思考和分析的程序，
如果你用一个二进制编辑器打开它，它也是一个用二进制 0 和 1 表示的数。但是 Siri 对应成
iPhone 这个机器（本质上就是一个图灵机）上的一个数字后，在机器上的运作就能起到人工
智能的效果。通过这个例子，读者也可以看到数字化是人类前进的一个新方向，相比人类在
工程和物理领域的几千年的研究，数字世界的探讨从图灵等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辟这个话
题算起，到今天才经历了几十年。
图灵的论文详细介绍了图灵机的构造和定义在图灵机上的可计算数。如果读者觉得论
文太难懂，可以参考《图灵的秘密》一书，该书做了非常详细的注解。图灵用极其简单的抽
象机器来模拟一个数学工作者。一个数学
工 作 者 脑 子 里 面 有 个 思 考 状 态（上 下 文），
他在纸上扫描到下一个字符的时候脑子里
会产生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在纸上移动位
置写下一个符号，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图
灵机的构造就是这么简单，图 1-12 就是图
灵机的一个大致描述。
图灵机在无限长的纸带上移动，每次
移 动 读 取 一 个 符 号（数 字 用 二 进 制 表 示），
然后图灵机的内部状态进行改变，并决定

图 1-12

图灵机的大致表示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图灵机）

图灵机下一个移动的位置。图灵在论文中
给出的一个例子是打印一个分数 1/3。这个图灵机很简单：打印 1 个 0 往右移动一格，然后
再往后移动一格，留出一个空格做可能的符号标记，然后再打印一个 1 并往右移动一格，之
后，图灵机再往右移动一格从而留出一个空格作为可能的符号标记。之后以此类推。以上过
程可以用表 1-1 所示的状态切换表来表示。
表 1-1

可计数 1/3 的图灵机表示

机器状态（Conf iguration）
当前状态（m-conf ig）

行为（Behavior）

输出符号（symbol）

操作（operation）

结束状态（f inal m-conf ig）

b

无

P0（打印 0），R（往右移动一格）

c

c

无

R（往右移动一格）

k

k

无

P1（打印 1），R（往右移动一格）

e

e

无

R

b

一
作者猜测这是图灵做的最大胆的一步外推，当然无从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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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程序的读者会发现，这有非常经典的汇编程序的味道。机器打印出来的纸带如
图 1-13 所示（早期的软件工程师应该有使用穿孔纸带的经历）。
...

0

1

0

图 1-13

1

0

1

...

可计算数 1/3 的图灵机纸带

把这个纸带标记为小数点后的二进制数字（0.010101…），读者可以用级数求和，其结
果等价于 1/3。读者可能有两个疑问：1）二进制表示对数字计算机的产生有极大帮助，那
么图灵是如何突发奇想地想到用二进制来表示图灵机？ 2）图灵为何只讨论 0 到 1 之间的实
数？这两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我们对人和机器之间的互补和竞争关系的讨论：
机器到底是否会取代人？我们在下一节中再展开讨论，这里暂时聚焦在图灵机上。
这个图灵机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表示一个可计算数 1/3。为了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我
们可以把表 1-1 中的 b 和 k 的顺序更换一下，从而创造另外一个计算 2/3 的图灵机。表格如
表 1-2 所示。
表 1-2

可计数 2/3 的图灵机表示

机器状态（Conf iguration）
当前状态（m-conf ig）

行为（Behavior）

输出符号（symbol）

操作（Operation）

结束状态（f inal m-conf ig）

b

无

P1（打印 1），R（往右移动一格）

c

c

无

R（往右移动一格）

k

k

无

P0（打印 0），R（往右移动一格）

e

e

无

R

b

它的纸带如图 1-14 所示，其中 1 和 0 的顺序与数 1/3 纸带中 1 和 0 的顺序正好相反。
...

1

0

1

图 1-14

0

1

0

...

可计算数 2/3 的图灵机纸带

我们现在了解了图灵机的定义和运行机制，能够用图灵机计算的数叫作可计算数。目
前，得到了两个表格表示的不同图灵机，分别用来计算可计算数 1/3 和 2/3。写过程序的人
可以把这两个表当作两个程序，以方便理解后面的内容。如果图灵只是用假想的机器来编码
可计算数，那与香农和奈奎斯特的成果没有任何可比性，因为两位大师已经用机器把图像、
声音等信号用机器编码成数字。但是图灵往前走了一步，他不仅把数字编码成特定的图灵
机，还把特定的图灵机编码成通用的图灵机○。读者可简单地理解为图灵创造了一个通用的机
一

器，在这个机器里面，上面的两个图灵机 ( 可以简单理解成上面的表 1-1 和表 1-2）也可以
编码成两个可计算数（程序），这意味着（理论上）通用计算机的诞生。对于数学领域的人而
言，世界上已经存在计算机了。把表 1-1 表示的计算 1/3 的程序和表 1-2 表示的计算 2/3 的
一
通用图灵机的介绍可以参考图灵的论文《 On Computable Numb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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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输入到这个通用计算机，就会输出对应的纸带：图 1-13 和图 1-14。香农和奈奎斯特的
编解码机器也可以在这台通用图灵机上运行。用今天的事物来类比，就是把微信程序、地图
程序、Siri 程序输入到 iPhone 这个通用计算机上执行。普遍被认为具有人工智能的 Siri，从
这个意义上说只是图灵机上的一个可计算数而已。对图灵的这个通用计算机的构造有兴趣的
读者可以阅读他的论文或者有注解的《图灵的秘密》一书。
提出通用计算机以后，图灵就开始为他假想出来的计算机编写程序。图灵当然也关心
如何在物理世界创造出一台物理计算机，但是这需要获得大量物理世界的资源、聚集团队和
持续执行才能实现。最终，冯·诺依曼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作者不认为第一台可存储程序计
算机是冯·诺依曼一个人创造的，而应该是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创造出来的。
数字是数，信号是数，程序也是数，世界万物都是数。自从第一台假想计算机和第一
台物理计算机诞生以后，再加上香农和奈奎斯特把物理世界的信号编码成数字，数字技术开
始蓬勃发展，进入了《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所谈到的大型机、PC 机
和云计算机时代。一批数学、物理工作者后来转变成为能编写程序的软件开发人员。从计算
机发明到现在短短六七十年，开发人员编写出各种各样的程序，不少程序带有人工智能或机
器学习的数学模型，涉及虚拟现实、无人驾驶、人脸识别、语音助理等领域。由于程序功能
越来越强大，人们开始担心：“人工智能程序会不会全面取代人类？”

1.5.4

认知边界上的考量

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对于认知的无穷边界的考量：图灵机
能表达的带有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计算数（程序）无穷大，人的思考过程也无穷大，哪个无穷
大更大？面对这个问题，大部分人会困惑“两个无穷大的数还能区分大小？”所以，这里有
必要重新理解一下数。数有两个让人最头疼的问题：无穷问题和无理问题。据说知名的数
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尔（Cantor）就因为沉溺于数的无穷问题而得了躁狂型抑郁症。
作者无意将这种痛苦带给读者，但是对于思考 AI 是否要取代人的读者，这个是绕不过去
的坎。
自然数集、有理数集合和无理数集合在有限情况下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在无限的情况
下很多属性会发生变化。我们看下面两个集合（N 为自然数）：
自然数集合 A{1，2，3，4，...，2N}

偶数集合 B{2，4，，...，2N}

在 N 是个有限的数的情况下，集合 A 的元素的元素数（叫作基）是集合 B 的基的两倍。
但是，当 N 无穷大的时候，两个集合的势（无限集合的基）就相等了。为什么呢？从偶数集
中拿出一个 2，从自然数集合中拿出 1，再从偶数集中拿出 4，从自然数集中拿出 2，如此进
行下去，可以用无穷自然数集 1 对 1 数的无穷集合叫作“可数”。一个无穷集合如果是可数
的，那么就说它们的基和自然数集 A 相等。读者可以尝试证明一下无穷有理数集合也是可
数的，只要把集合元素顺序的写法写得可数。具体做法就是把分子分母之和等于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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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自然数一一列举如下：
有理数集合 C{1/1，1/2，2/1，1/3，2/2，3/1…}
读者可能兴致勃勃地把这个可数的数的证明推广到实数集，但是康托尔用对角论证法
证明了实数集合是不可数的。康托尔的证明激发了图灵只讨论 [0，1] 区间的二进制形式的
数，而使用二进制对实际计算机的发明产生极大的帮助。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证明方法，
具体证明方法可以参考维基百科○。假设我们数完了所有的 [0，1] 之间的实数 r1，r2，举个象
一

征性的排列例子如下（来自维基百科）：
r1 = 0 . 5 1 0 5 1 1 0 …
r2 = 0 . 4 1 3 2 0 4 3 …
r3 = 0 . 8 2 4 5 0 2 6 …
r4 = 0 . 2 3 3 0 1 2 6 …
r5 = 0 . 4 1 0 7 2 4 6 …
r6 = 0 . 9 9 3 7 8 3 8 …
r7 = 0 . 0 1 0 5 1 3 5 …
我们现在把所有无理数数完了。我们创造一个新的超越数○，它的第 k 位取自上面数字
二

rk 的小数点后的第 k 个位并加 1，如果遇到 9 变成 0，所以这个新数就是 0.6251346... 它和
上述的数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在这个可数数列表中，可得出实数集是不可数的结论。这个证
明带来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同样是无穷，实数集合的无穷要比自然数集合的无穷更
大。如果把自然数集合的势记为 aleph-0（康托尔把它叫作超限数并用俄文字母标记为 א0），
因为康托尔想计算实数集的势，于是他引入了 [0，1] 区间的二进制形式的数和集合论。他
尝试用小数点后无限位二进制数的 0 和 1 的交替的记法去对应实数里面的元素。为帮助读者
理解，列举几个数如下：
0.0000000…
0.1000000…
0.0100000…
0.1100000…
0.0010000…
0.1010000…
0.0110000…
0.1110000…
如果我们把 1 当作  一样的标记，学过子集的读者肯定觉得这个标记和列举含 3 个元
一
完整证明方法参考 https://zh.wikipedia.org/zh-cn/ 对角论证法。
○
二
无理数分为代数无理数和超越数。超越数的代表是 e 和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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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0，1，2} 集合的所有子集的记法很相似：
含元素 0

含元素 1

含元素 2

……

对应子集
{}
{0}

（1）
（1）

（1）

{1}

（1）

{0，1}
（1）

{2}

（1）

{0，2}

（1）

（1）

{1，2}

（1）

（1）

{0，1，2}

（1）
（1）

…

将这个二进制小数列表无穷列举下去，那么对应的子集表也可以无穷列举下去○。这些二进
一

制形式的小数对应所有［0，1］区间的实数○，而表格第五列中子集的列表也等同于无穷自然集
二

的子集。因为一个含有 N 个元素（基为 N）的集合的子集数目为 2N，无穷自然数子集的数目就
是 2aleph0，这个数也就是实数集合的势。康托尔猜测 2aleph0 就是下一个超限数 aleph1（א1）
，中间
不存在其他超限数，也叫连续统假设（这是希尔伯特提出的 23 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三

因为康托尔的工作，我们知道了实数集与可数数集同样是无穷大，但是实数集更大。
图灵发明了图灵机和定义在其上的可计算数，所以图灵自然要考虑：“可计算数对应了可数
数还是整个实数集？”遗憾的是，图灵证明了可计算数虽然包含无理数中的代数数（例如 2
这样的代数方程的解）和部分超越数（例如 π 和 e），但它是可数的。可数数的势 aleph0（א0）
远小于实数集合的势 aleph1 = 2aleph0。而世间万物都是数，且大部分数都是实数，实数中的
大部分超越数都无法用图灵机表示。这意味着什么？第一个选择是我们拒绝承认不可计算的
实数的存在，这就等同于我们构造了不存在的数；第二个选择是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图灵
机无法表达一个随机生成的无理数。那么人脑是否有个思考过程能对应一个无限、无理的
数？图灵和邱奇恰恰认为人脑不能完成这个工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邱奇 - 图灵论题。这
个论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凡是人类能够执行的算法，图灵机也可以。
”○用其等价的逆反命
四

题来说是：“如果算法过程是图灵机不能解的，人类也不能解。”到这里，读者可以清晰地知
道，这个是论题，它并不能被证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本质上也依赖于这个论题是
否正确。在作者眼里，这个论题就像几何的五个公理或者物理学里面的能量守恒定律一样，
是我们公理化的认知边界。
到这里，读者已经看到图灵机上能表达的可计算数是无穷的，但是有个更大的实数无
一
○
二
○
三
○
四
○

注意这是无穷环境，这个例子形式只能帮助进行逻辑上的推理而不是准确的表述形式。
如果考虑整体实数，负数可以通过绝对值对应到正数，大于 1 的正数可以通过倒数对应到［0，1］。
由于不完备性的影响，已经在数学上证实了该假设不能被证明为真或假。
参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邱奇 - 图灵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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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是图灵机无法表达的。这两个极限的差别表现出图灵机的解决问题的范畴是有局限的。举
个例子来说，我们不能发明一个程序检查另外一个程序的错误○。一个错误的程序会使图灵机
一

进入失控状态，计算过程会进入到一个表格里面不存在的状态（m-conf ig）。回到希尔伯特
可判定性的讨论，图灵试图构造一个图灵机，从希尔伯特的《数学原理》中的几个公理和规
则出发，让图灵机列举出所有可证明的公式。但是，图灵证明了这样的图灵机不存在。根据
邱奇 - 图灵论题，人类数学工作者也找不到一个思考过程判断一个公式的可证明性。
图灵接下来讨论了一系列人和机器智能的问题。在 1950 年的 Mind 杂志上，图灵就人
工智能这个话题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在这篇论文
二

中，他提出了“机器能够思考吗？”这个问题。他认为思考和机器（读者可以认为 AI）的定
义过于模糊，为此给出了知名的图灵测试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图灵测试中，被测试者（人）
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与一台机器或一个人进行对话（那个年代采用文本方式，现在则可以
升级到语音方式），若被测试者无法区分对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则可以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
试。这也是电影《机械姬》的故事情节的基础○。
三

我们如何看待邱奇 - 图灵论题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为帮助读者理
解邱奇 - 图灵论题，作者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图灵机在某个状态下观察一个符
号，然后切换到下一个状态，这个行为和我们人类数学工作者几乎一样。差别在于，邱奇和
图灵认为机器的状态是有限的，类似于我们构建的表 1-1 的行状态是有限的○。图灵认为，如
四

果人脑有无限的状态，必然因为有些状态无限接近而造成混乱。但是作者认为“人的思想可
以支持一个无穷状态”，因为我们对人的意识理解得并不清楚，证明数学不完备性的数学家
哥德尔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但是，机器智能或者人工智能的产生，极大地解放了人类在可
五

计算数范围内求解问题的速度。机器智能的诞生似乎加速了人类对于数字世界中未知领域的
探索。只是，我们对于新生事物的直觉反应总是恐惧，对机器智能的兴起也有类似的反应。
图灵认为人类在上个世纪末不再会抵触和反对机器思考。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是因为不了
解或无法掌控机器智能而感到恐惧或不安，过度的恐惧和不安又有可能限制我们充分利用机
器智能的长处，进而错过对于机器智能以外的世界的探索。
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数字世界，存在一定的公理和论题上的边界。在这个边界里面也有
黑洞，原因是不完备性；我们没有一条快速路径来鉴别黑洞，是因为不可判定性。但是，如
果你和作者一样认为人的意识格局相比图灵机具有无限性，那么应该持续地去拓展这个边
界。在拓展或者重构这个边界的时候，有些黑洞或许会消失，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路径鉴别黑
洞。就像希尔伯特说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用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不能发明一个程序检查一个程序的停机问题。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uting_Machinery_and_Intelligence。
电影《机械姬》认为即使被测试者发现对方是机器也无法阻止个人的情感。
注意，这里说的是行数，就好像程序的指令数。指令可以跳转产生循环，但是指令的数目是有限的。
参见 Oron Shagrir, Gödel on Turing on Compu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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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高阶数字化战略

第 1 章介绍了 ABC 及其内在技术关联，重点强调了云计算在最近 10 年的发展给大数
据系统带来的算力方面的巨大优势，进而使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有更好的效果。云计算的
按需收费特性使得普通企业也能参与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工作中。本章中，我们继续讨论
企业如何抓住大数据发展在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中的机会，建立应用、大数据和 AI 模型互动
的高阶数字化战略。本章的讨论还是着重于商业理论层面，考虑到实际案例对于企业实战的
参考意义，读者可将作者的译著《 The Mathematical Corporation: Where Machine 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genuity Achieve the Impossible 》作为本书伴侣。原著的两位作者为世界顶级咨
询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的高管，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出色
的案例，可供读者参考。
在《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中，我们谈到了建立在 P 层云基础
上的初始数字化战略。本章将深入讨论为何需要在大数据和 AI 上升级数字化战略以及企业
如何落地基于大数据的高阶战略。

2.1

基于云原生应用的数字化战略
在《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中，我们详细讨论过计算技术中以大

型机为代表的第一代平台、以 PC 为代表的第二代平台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第三代平台，以
及三代平台的变迁之路。三代平台的技术创新催生了不同的企业数字化商业模型。PC 时代
和云时代的数字化商业模式的特点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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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平台和第三代平台的企业数字化商业模式

企业应用（第二代平台）
数字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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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应用（第三代平台）

企业内部流程数字化

企业的用户交互体验数字化

代表应用

CRM、ERP、E-mail

Uber、FordPass、Airbnb

个性化程度

● 采购标准应用
● 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业务少量定制
● 应用主要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 采购云平台 (PaaS 和 IaaS）
● 每个企业自己开发应用
● 应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运行硬件平台

PC

IaaS 云虚拟服务器（公有云或私有云）

数据分析

● 经常删除数据
● 商业智能（BI）

● 永不删除数据
●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AI）

开发团队

● 一般叫作 IT 部门
● 一般叫作数字化软件开发团队
● 主要工作是安装、实施和维护应用，少量 ● 能够独立开发软件，根据企业业务不停迭代
定制
应用

应用用户体验

● 使用 PC 客户端访问和浏览器访问
● 系统维护升级经常中断体验
● 应用的使用通常需要培训

● 使用浏览器、移动终端甚至 AR 访问
● 系统永远在线（哪怕部分硬件失败）
● 所见即所得，用户自己在使用中学习

系统扩容

需要手动

系统自动

三代平台各自有其代表性技术以及背后的技术支撑公司，这些公司在时代的变迁中大
浪淘沙，有成功过渡的，也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正在从第二代平台向第三代平台转型
的，当然还有很多后起之秀（比如，在几年前，作者所在的 Pivotal 公司还是一个独角兽企
业，而现在已经成功登录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从创建到上市只用了 5 年时间）。对第三代
平台，我们解释了 I 层云、P 层云和 S 层云的定义和意义，着重强调了以 Cloud Foundry 为
代表的 P 层云（亦叫作云操作系统）提出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帮助企业极大地降低云原生应
用的准入门槛。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方面，福特公司是一个典型代表。数字原生战略的第一个阶
段是通过数字应用实现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无缝交互。第一
阶段的数字化应用强调对企业的传统业务进行数字化，从而建

নᅺ

立在数字应用上的用户交互体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快速
迭代开发应用，一方面用户通过各种 APP 和企业交互；另一方
面，企业通过应用收集运营数据和用户的数据。应用和数据之

ౕன

间的关联关系如图 2-1 所示。
这类应用的交互方式表现为云原生应用，即后端运行在云
端，前端表现为 iOS 程序、Web 程序或者微信小程序等。后端

图 2-1

初阶数字化阶段的应
用和数据运营关系

的数据层设计也相对简单，通常为单节点的 MySQL 或者 PostgreSQL 系统管理的数据库。
随着数据量的积累，企业开始进入以数据为中心的战略。按照传统方法，企业开始建立
数据仓库并把业务数据拷贝到数据仓库，在数据仓库中做统计报表或者数据挖掘。数据仓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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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大数据战略

用户通常是企业本身的决策者而非终端用户。企业决策者根据报表或者用数据挖掘所获得的洞
察来判断企业产品的改进点，然后将改进后的产品和服务交付给消费者。这样一个长链式的反
馈机制，不仅因为周期长而导致反馈延迟，链中各个环节都可能因信息丢失而导致机会错失甚
至决策错误。为此，企业需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以大数据为基础、AI 驱动的数字应用开发方式。
在 AI 驱动的开发模式下，企业会进入如图 2-2 所示的应用、大数据和模型的“铁三角”
运营方式。通过在应用和数据之间引入模型，可以
在应用的运营过程中，让企业根据累计的数据随时

নᅺ

进行数学模型的创建和迭代。这些模型包括高阶的
分析（Analytics）模型，甚至 AI 模型。模型产生的
智能直接输入到应用里，给用户带来更加智能的体
验。例如，现在的新闻阅读终端会根据用户阅读的
内容实时推荐新的阅读内容，因此每个读者看到的
内容列表是不一样的。而传统的新闻客户端则是由
编辑决定内容编排，编排后的内容也是“一刀切式”

߉ౕன

图 2-2

คݖ
ὂAI/Analyticsὃ

高阶数字化阶段的应用、大数据
和模型的运营关系

地推送给所有用户。
更加高级的例子就是无人驾驶等自治应用，在这类应用里，模型根据收集的数据，结
合历史的标签数据，实时判断、决定应用的输出，从而呈现出智能的效果。
这其实就是数字原生战略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积累，并通过数学
模型支撑运行，从而实现 AI 驱动的开发。后面我们将着重讨论这个阶段。

2.2

大数据和 AI：企业未来的终极竞争点
Gartner 发布的 2019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趋势的前三项包括自主设备、增强分析和 AI 驱

动的开发。虽然这三个趋势看上去不尽相同，但仔细分析，它们的交集就是大数据。自主设
备是 AI 应用的体现，现在热门的自主设备包括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它们都
建立在 AI 模型之上；AI 驱动的开发是指企业高阶应用融合了 AI 模型，应用的开发是软件
开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不断交互的过程。软件开发人员负责数字化应用的
迭代开发，而数据科学家负责 AI 模型的迭代开发。根据第 1 章的讨论，大数据的使用对于
所有 AI 模型的成功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建立一个全局性的大
数据战略是在数字化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必要条件。这就像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虽然效果
无法在一朝一夕显现出来，但长远来看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设想在 20 年以后，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建立了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的协
作方式也更加合理。那时，企业核心能力就建立在高阶数据分析能力或者创建更加精准的
AI 模型的能力上。
仍以我们熟悉的汽车和金融行业为例。在汽车行业，面对无人驾驶，用户不再图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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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是要切实地比较安全性。这时，即使一个车企的安全系数比另一个车企高一点点，就
可能获得极大的优势。而在智能养护方面，汽车保养的报警误报率下降一点点就可能令车企
占据市场先机。作为一个客运公司，能够第一时间满足用户的用车请求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调度算法不仅要在调度请求进来以后发挥作用，更要根据人群的密集度实时调配自己
的车队。
金融行业在大数据和 AI 方面的竞争其实早就广泛展开了。对金融企业来说，由于各
种投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券商和投行很早就有雇佣大量物理、数学博士作为量化分析师
（Quant）的习惯。现在，通过大数据和 AI，金融企业可以利用金融模型时刻计算各个公开市
场资产的投资机会，获得更多收益。大数据和 AI 也在影响传统银行业务，例如小额贷款业
务。传统的商业银行一般提供固定利息来吸引储户存款，然后利用和大企业的关系获取将贷
款投资给对方的机会，并从中获益。在吸引用户储蓄方面，传统的商业银行能够成功主要是
政府担保，例如在美国主要是 FDIC 担保。在贷款方面，传统的商业银行一般有专员进行风
险评估。这种人力审核成本对于大额贷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小额贷款而言是无法承受
的。所以，中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要获得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是非常困难的，反而是存储
有大量用户交易、购物和社交数据的互联网企业，通过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很容易
对小额用户贷款请求进行风险评估，进而快速放款投资。另外，随着知识密集企业的兴起，
传统的资产抵押融资慢慢转变为股权融资，大量的私募投资的兴起，也给商业银行获得储蓄
带来挑战。大型的私募基金通常有大量的行业分析师，他们逐步建立起一个行业知识系统，
对于股权融资企业的风险模型构建得越发精准。作者也曾给一些商业银行提过战略建议，建
议它们围绕现有的用户（存方和贷方）数据的动态来外推那些需要股权融资的企业的风险分
数，从而获得低风险投资机会，在投资有效的情况下募资也必然容易。本质上说，金融机构
的主要职责是资源分配，它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要从上游获取资金机会并从下游获得投资
机会。根据现有的用户数据，做出精度高于竞争对手的模型就可以更好地捕捉这些机会。国
内不少知名的商业银行已经认识到数字化、大数据和 AI 带来的机会，纷纷成立科技公司从
事小额贷款和私募市场投资业务。
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因为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积极建立大数据和 AI 战略，提供更好的产
品和用户体验而为人们津津乐道。读者不妨对比一下 10 年前汽车没有导航和金融业没有网
上银行的体验。建立在大数据和 AI 之上的创新是真正的技术提供生产力的代表，它带来了
更多、更加公平的红利。在数字化出现之前，很多企业和个人通过信息垄断获得套利。就像
荧幕上塑造的传统西方银行家的形象：一边说服 VIP 客户存钱，一边与 VIP 客户社交以获
取项目投资机会。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商人通过投机取巧获得财富是不公平的，但从通过信息
流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无可厚非。深究一下，这里的不公平实
际上来自于信息获取的不对等，因为这些商人利用掌握的信息为己牟利，而非创造更好的模
型来为投资方和贷款方提供更好的服务。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信息获取、流通和使用
将不断改善，企业获得的数据更多地被提供给数据科学家用于改善企业的服务。这就是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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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 在《 How Google Works 》一书中提到的：“以前在离交易越近的地方获取的报酬越
多，现在慢慢转变为离产品越近的人获取的报酬更多。”因为前者的优势建立在信息垄断上，
后者的优势建立在信息的处理和再加工上。

2.3

大数据战略的落地
如果企业在云原生数字化应用运营一段时间后，建立了持续创新的文化并积累了一定数

量的数据，就可以考虑建立基于大数据且由 AI 驱动的高阶数字化战略。在第二代平台时代，
企业部署 IT 系统的时候通常会有咨询公司提供同行的成熟案例。企业只要把同行成功实施
的软件大体不变地安装下来，再加入少量定制功能即可。而在基于大数据和由 AI 驱动的高
阶数字化战略中，不能照搬同行的成熟案例和经验。首先，行业领袖的数字化软件基本上是
在 PaaS 平台自主开发的，它的软件不能被拷贝。即使可以拷贝，它的软件的升级速度也使得
拷贝版本很难跟上。其次，企业的高阶数字化战略的输出通常是训练过的并且符合自身需要
的数学模型的参数。即使将这些模型和参数拷贝到自己的企业，也与企业的核心优势不匹配。
那么，成功地将高阶数字化战略落地的企业案例是否可以被学习呢？答案是依然可以，但需
要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学习这些大数据企业高阶数字化战略成功背后的“元数据”。所谓元
数据，是数据库里面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本节将讨论高阶数字化战略成功背后的元数据：
大数据和 AI 人才

AI 驱动的开发方法和文化

大数据基础设施

一旦企业建立了基于这些元数据的数字化战略，就能在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应用上推陈
出新并持续创新。

2.3.1

大数据和 AI 人才

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应用开发的主角是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根据数字化业务的需求，在
PaaS 云上采用云原生的方式持续迭代应用开发。进入基于大数据和 AI 的高阶数字化阶段以
后，企业需要引入两个新的角色：数据工程师（Data Engineer）和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
数据工程师主要负责企业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企业内部数据的收集。这个角色
和传统的 DBA 角色类似，但是比起传统的 DBA，他们管理的数据基础设施的规模更大，采
集的数据量更大。更明确地说，传统 DBA 一般管理 Oracle、MySQL 和 PostgreSQL 等关系
数据库系统下的事务型数据库，而数据工程师不仅要管理这些关系数据库，还要创建和管理
Hadoop 或者 Greeplum 等系统下的分析型大数据系统。在这些大数据系统里，还需要创建一
定的数据模型来存储和管理企业的数据。这类分析型数据模型也与传统事务型数据模型有很
大差别。以用户的收货地址为例，传统事务型数据模型只需捕获到用户的当前地址，而分析
型数据模型通常需要捕获用户历史中所有更新过的地址。作者所在公司就有一个专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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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团队，他们帮助企业建立基于 Greenplum 的大数据系统，创建分析型数据模型，收集
企业运营产生的数据。数据工程师的教育背景通常是计算机专业，或者受过计算机专业培训。
数据科学家对于大部分管理者而言是个全新的职能岗位。相比软件工程师和数据工程
师，他们未必需要有计算机专业背景，而是可能来自于数学、统计和物理专业。其实，华尔
街早年的量化分析师就算得上数据科学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创建各种数学模型。早期的
数学模型主要建立在统计方法上面，现在的机器学习模型主要建立在大数据上。因为 AI 驱
动的数字化战略的崛起，使得数据科学家的人才缺口急剧扩大。数据科学家作为正式的工种
与大数据的概念同时产生。《哈佛商业周刊》在 2012 年的 10 月刊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数
据科学家：21 世纪最性感的工作》的文章。文章给出了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
毕业生 Goldman 通过自己创建的数据模型来给领英用户推荐可能认识的朋友。这个模型给
出的推荐相较其他来源的内容在领英同一个页面位置的点击率要高出 30%。IBM 在 2017 发
布的报告○中曾预测美国的数据科学相关的岗位数量到 2020 年将增加 364 000 个，总数将达
一

到 272 万以上。可见，工作岗位需求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人才供给增长速度。这也使得数据科
学家的薪水涨幅惊人。
对于企业而言，建设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团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1）选择好的大数据和 AI 平台，尽量平民化数据模型，降低人才的进入门槛。
2）选择合作伙伴，在实践中培养人才。作者所在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团队会通过结对方
式，在实践中帮助转型企业建立他们的数据科学家团队。从供给端看，高等教育机构和产业
领袖应重视数据科学人才的培养，并从产业和教育的角度共同促进人才培养。
因为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岗位的出现，企业通常会设置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 icer，CDO）来代表数据科学家出席公司执行层的圆桌会议。CDO 在公司的战略建议权很
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该企业所处的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如果 CDO 的决策影响力很大，通常意
味着该企业已进入 AI 驱动的阶段。后面我们将在 AI 驱动的公司文化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这三类人才不是互斥的。优秀的软件工程师通常具有扎实的计算机
科学知识的功底，他们也可能同时擅长数据工程和数据科学。但是企业要同时在这三方面下
功夫。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这类“三位一体”的通才可遇不可求；二是即使有这样“三
位一体”的人才团队，也会因为工程量巨大而不得不分而治之。因此，作者建议，在人才培
养方面，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要有两方面知识的重叠。例如，软件工程师要懂得数据模型，数
据工程师要懂得数据科学，数据科学家要懂得应用开发。这样的配置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沟通
效率，也能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同理心。

2.3.2

AI 驱动的开发方法和文化

AI 驱动的开发方法要求应用、数据和模型三位一体地螺旋迭代上升。《 Cloud Foundry ：
一
该报告名为《 THE QUANT CRUNCH: HOW THE DEMAND FOR DATA SCIENCE SKILLS IS DISRUPTING
○

THE JOB MARKET》
，网址为 https://www-01.ibm.com/common/ssi/cgi-bin/ssialias? htmlf id=IML14576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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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一书中提到的测试驱动和持续交付的方法对此同样适用。这种情况下
对于产品经理的要求比较高，他需要和各个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一起协调创建产品开发的任务
列表（Backlog）。为了确保敏捷性，在人才配备方面，应尽量确保人才具备应用、数据和模
型这三种技能中的两种。各个团队在接口方面要保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在模型团队的输
入 / 输出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应用开发团队只要根据模型的输出来决定应用的输出即可。这
样用户看到的应用输出就是稳定的，随着模型团队的改进，用户会感觉到应用的输出越来越
智能。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新闻阅读终端的例子，用户会看到内容的版式相对稳定。同时，
因为模型团队的精度提高，每个版面的内容将越来越精准地反映用户偏好。这里提到的方法
听上去不难，但是要顺利实施，让这些方法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企业的文化土壤也需要做出
相应的调整。
AI 驱动的开发文化要求企业在战略决策层面加入一个新的维度，即考虑如何将建立在
大数据之上的模型智能第一时间通过数字应用反馈给用户。比如，新闻阅读终端的决策者要
考虑如何根据用户的历史访问数据建立模型，以通过模型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内容推荐给读
者；视频内容网站也要考虑同样的问题，因为准确的内容推荐会让用户消费更多的视频。
加入一个新的维度到决策过程中听上去很容易，但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反过来考虑，
如果这个事情很容易推进，那么传统的新闻浏览终端早就自动进化到类似于头条新闻这样的
新一代新闻阅读终端。传统新闻阅读终端和现代应用终端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所说的新维度：
新的新闻终端从创立第一天就把竞争属性建立在用户内容推荐模型上。读者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一个提供传统新闻阅读服务的公司的董事长将一个知名的数据科学家引入公司担任首席
数据官，让他帮助公司建立 AI 驱动的新闻阅读终端。很可能他进公司的第一天就要对各个
业务部门提出各种要求：
新闻采编部门要对内容进行更加精细的标注。

应用开发团队需要注入大量的代码来获取用户阅读行为习惯数据。

数据工程团队要建立大数据基础设施以收集用户数据。

数据科学家团队要建立模型对内容进行推荐，应用开发团队要根据推荐呈现内容。

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螺旋性迭代的。更为糟糕的时候，在看到产出之前会
经历一段时间的投资，甚至影响原有新闻终端发布内容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原有的采编部
门、开发团队和数据团队就开始向董事长抱怨，一次两次董事长可能坚持下来，但如果抱怨
次数太多，董事长就可能放弃 AI 优先的战略。然后，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现在实施 AI 驱
动的战略为时过早。而事实上，AI 驱动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没有落地到对应的文化土壤。
在这样一种 AI 驱动的文化里面，CDO 要从一开始就在公司执行层的圆桌会议中有一席
之地，而且其他功能的主管（CIO/CTO）一开始就要习惯照顾到 CDO 的诉求。从公司战略
层面，如果认为大数据和 AI 战略是突破性创新，按照《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的理论，最
好还是成立一家新的机构。CDO 成为那家新机构负责人，和现有的高管以业务关系合作，
从而保持一定独立性。如果公司从战略层面认为大数据和 AI 还处于连续性创新阶段，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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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 一开始就要避免设置过高的目标。在实施深度学习之前，可以利用高级分析功能找出
一些小的改进点，采用持续改进的方法让其他高管看到效果。按照《 Cloud Foundry ：从数
字化战略到实现》的方法论，其实软件应用开发的成功率已经非常高。但是相比软件应用开
发，大数据和 AI 项目的失败率要高很多。

2.3.3

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

前面提到，在大数据和 AI 驱动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中，应用、数据和模型是螺旋式上升
的。在企业实施大数据和 AI 战略之前，还有一项必要的前期工作，那就是大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通常，企业进入第一阶段的数字化转型以后，已经有了一些云上 IT 基础设施，包括
一些简单的应用开发运维（DevOps）环境。这里将讨论建立第二阶段的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必
要性和实际选型中的考虑。
1. 必要性
在讨论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前，我们先看看其他的物理基础设施。2008 年，作者
从美国回国度假，看到国内正在飞速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基础设施。当时正值美国房产
泡沫危机，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作者在想：“国内这些设施的建设是以刺激经济为目标呢？
还是以应用（例如电子商务和春运）需求满足为目标，或者兼而有之？”经过 10 年的建设，
我们看到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游客乘坐高铁可以在 10 个小时内从一个城市到达国内的大
部分其他城市，电商的物流可以在 12 小时内完成产品投递（美国的亚马逊需要 24 ～ 48 小
时）。10 年前一个经营生鲜产品的企业无法想象如何在线上进行交易，而今天，生鲜产品也
面临线上的激烈竞争。
在我国基础设施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也在蓬勃发展。2006 年，谷
歌提出云计算的概念以后，亚马逊推出了第一款公有云计算服务 AWS，虽然分析界对其并
不看好，但是硅谷公司确实看到了一个基础设施带来的时代变更。作者当时在甲骨文公司
（Oracle）的服务器技术部门从事网格计算的资源调控（Grid Control）工作。2007 年，甲骨文
公司看到了时代变更，它的网格计算部门也开始大规模部署到云计算，为甲骨文云计算奠定
基础。2010 年，阿里云已经在虹桥机场附近树立起云计算的广告牌。现在，腾讯云、阿里
云和华为云将中国云基础设施建设推向新高潮。笔者在 2008 年做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对于
云计算的接受度时，大家普遍的观点是不会把自己的软件运行在外部。到 2017 年，阿里云
的营收额达到了 66 亿人民币（美国的亚马逊云更达到了 180 亿美元之巨），公有云已经成为
企业的影子 IT 部门（换言之，如果企业自己的 IT 部门做得不好的话，业务部门就会采购公
有云）。
如果感觉现在谈公有云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有些事后诸葛亮的话，那么我们回归
到大数据正题，它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场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交通基
础设施的建设上，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高铁网通过跃背（leapfrog）
效应领先美国；在云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的云供应商紧跟美国；而在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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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则和美国齐头并进。
在前面关于 ABC 关系的讨论中提到过，机器学习和 AI 模型是一个特定类型的数学模型。
这些模型随着数据量的上升，精度会相应提高。可以预见，未来企业的竞争要么基于模型，要
么基于数据，要么兼而有之。一般企业不具备模型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而且学术机构一旦在
模型上有所突破就会很快向所有机构开放。所以，企业要想在机器学习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大
数据基础设施更为关键。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是企业可以操作且必须操作的。进取型企业为了
在未来竞争中获得优势，已经开始脚踏实地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这不仅有利于支持现有的机
器学习应用，也为现在尚未知道的未来模型做好准备。就好像从前建设高铁和高速公路的时
候，虽然没有预见到今天蓬勃发展的物流业，但是却为今天的物流创新做好了准备。
在作者接触过的中国 500 强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在大数据的基础设施中投入了千台以
上的服务器，并且设有专门的数据基础设施团队。这些基础设施上一般运行了 Greenplum
和 Hadoop 等多个现代大数据平台软件，支持着企业业务团队的各种请求。同时，大数据基
础设施也遵循独立原则，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2. 选型
在今天五花八门的产品和技术当中，商业决策者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技术作为基础来
投资十分重要。作者在为大型公司战略层提供咨询的过程中，通常建议它们从以下几个维度
考虑：
硬件标准开放性

软件源代码开放性

原创技术团队稳定性

云化

（1）硬件标准开放性
虽然技术提供方可以直接提供生产好的硬件，但是企业应该考虑是否可以获得硬件配
置规格，并且这个配置规格需要建立在商品化的硬件组件上面。所谓商品化，就是可以从市
场上直接购买，而非定制生产和研发。这个考量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被锁定在特定的硬件上而
失去自主可控的创新能力。
（2）软件源代码开放性
这是指技术提供方给出的基础源代码是否对外开源，而且是否建立在 Apache 许可等比较
好的开源许可上面。通常，技术提供方的兴趣主要在于获得软件许可收入，所以他们提供的
服务数量有限。基于开放源代码的技术一般有庞大的服务社群，企业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第
三方支持渠道。另外，开源也能避免企业被锁定在闭源软件上，从而丧失自主可控创新能力。
（3）原创技术团队稳定性
这一点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在开源和开放经济学的理念下，企业支付
的软件许可费最终是为了获得原创技术团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是企业分摊原创技术团队需
要获得市场定价的成本和合理利润。但市场上的开源技术有诸多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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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误区是继承技术供应商放弃开发的开源产品。市场上的很多开源软件产品是技
术供应方不再想维护，从公益的角度将源码开放出来的。这意味着原创技术团队不再持续投
入。继承这样的开源代码和自己从头开发的成本几乎等同乃至更高。
第二种误区是认为知名企业的团队创建的开源项目就是好技术。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
的利润来源不是软件收入，所以为了提高技术团队的实力，公司会鼓励技术团队写出好的
开放性代码并提供给社区。这样的产品和代码很难长时间保持热度，随着主业产品方向的改
变，代码的原创团队很可能被分配到其他项目上而不再对源代码进行维护和改进。
第三种误区就是使用社区业余爱好者发起的开源产品。大家都希望看到兴趣爱好支撑
的创新，这也是一个好的起点。如果社区团队不能探索出一套稳定的自治模式，最终会失去
原创团队。在一个好的自治模式下，通常会出现一个持续稳定的商业公司来支撑对应的开源
产品。举个例子，Redhat 和 Linux 社群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相比之下，OpenStack 技
术和 Hadoop 技术在多年之后还没有形成一个维系原创团队持续投入的模式。
（4）云化
目前主流的大数据技术都可以直接运行在物理硬件上，而且它们通常也实现了《 Cloud
Foundry ：从数字化战略到实现》中定义的云计算的基本功能。例如，它们实现了软硬件分
离、横向水平扩展等。具体来说，像 Greenplum 这样的大数据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物理机器
故障，插入新的硬件系统都可以重构这个故障的硬件，同时业务的增长也可以通过加入更多
的服务器来满足。它的缺点是企业要维护两套系统：大部分数字化应用运行在一套基于 I 层
云和 P 层云的云计算系统上；大数据系统运行在几百台服务器的物理裸机上面。这种配置会
导致管理成本上升。现在的主流技术供应商都把大数据系统加入云计算的 PaaS 层云服务里
面，例如 AWS 的 Redshift 和 Alibaba 基于开源 Greenplum 的 HybridDB。截至本书完稿时，
这个技术变迁还在进行中。
这里作者想强调的是，不要等待技术供应商把运行在物理机器上的大数据系统向 I 层云
上迁移而成为 PaaS 云技术的一部分，作为数字化转型高阶阶段的管理者要关注把 PaaS 云
的云原生应用迁移到 PaaS 云的大数据上。也就是说，不是从数字化应用的需要来考虑大数
据的建设，而是要考虑大数据的建设能够为应用提供的可能，从而实现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
求的观念转变。

2.4

大数据和 AI 的展望
AI 驱动的数字化文化和战略才刚刚起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报以重大期望的

AI 应用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逐步改进的过程。但是，这种文化下驱动的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
设，就好像高铁网的建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数据基础设施用来存取企业和用户数据。企业会使用 Greenplum 等软件把企业的运
营数据和产品服务相关的用户数据存储起来；用户个人免费或者付费使用邮件、社交和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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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用的时候，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了互联网公司提供的共享基础设施。当数据基础设施越
来越完善，企业和用户不必再定期删除数据，也不用担心数据丢失。哪怕遇到火灾或地震这
样的天灾人祸，数据都有异地灾备能力。数据的组织更加便于访问，数据的访问速度也在继
续提高。消费互联网的崛起创造了大量的应用，诞生了一批新的公司，投资圈通常将其称为
“互联网的上半场”。但是，地球上 70% 以上的数据还在各行业的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因为
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备了实施 AI 驱动的战略和文化的基础。投资圈把这个机会叫作
产业互联网，也就是“互联网的下半场”。
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带来了各种 AI 应用的可能，也对企业文化乃至社会的生产
合作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读者不妨想象一下一个未来机构因为数据基础平台完善而拥有
的问题求解方式和招聘方式的变化。假设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相关部门进行招聘，它可以利
用大数据完成简洁而高效的面试：把一个关于城市拥堵数据模型的实际项目发布在网上，让
应聘者根据现有的数据找到改善城市拥堵的方法。如果那时已经通过各种应用实现了数字世
界和物理世界的数字化交互，例如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地铁网的车次调度、双向车道动态调
配、无人公交车的时间和路线都可以通过 APP 设置，而数据已为政府机构所掌握。通过这
些数据，面试者会发现无人驾驶车的调度总是落后于城市人群拥挤，例如凌晨两点因某个大
型演出结束导致拥堵，这时调车过去就会因落后于拥挤事件而造成恶化。此时，面试者可以
设计一个人群热度预测模型，提前调度无人驾驶汽车在即将发生拥堵的地方等候，从而及时
疏散人群。规划部门就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把大型活动和无人驾驶公交系统进行关联，从而改
进交通系统。试想，能提供这种模型的应聘者还会被拒吗？而且新的模型提交到大数据基础
设施平台后，交通部门可以看到立杆见影的效果。
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的创新敏捷性也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写 5 万文字的文
档来解释一个商业机会相比，数字工作者可以直接将 5000 行代码和模型加载到大数据基础
设施上展现结果。大数据基础设施支撑着模型和人的协作互动，拥有数据和模型的人可以快
速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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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数据处理平台的演进

■

第4章

Greenplum 数据库快速入门

■

第5章

Greenplum 的架构和核心引擎

■

第6章

从 ETL 到数据联邦和数据虚拟化

■

第7章

混合负载和资源管理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 ABC（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最新发
展趋势，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强调了云计算的发展释放了算力、
降低了使用门槛，使得大数据走向平民化；而大数据的发展使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模型精度大幅提升，进而促进数据分析走向平民化。接下来，从商业
理论角度，论述了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高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性，促成应用、
大数据和模型的螺旋式良性迭代发展。最后，从大数据人才、开发方法和文
化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使大数据战略落地，从而在大
数据和 AI 方面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第一部分还从经验和逻辑、数论和计
算理论的角度深入讨论了 AI 和人的关系，在承认人和机器存在认知边界和
认知黑洞的基础上，强调了可以利用机器解放人力，借助机器智能不断探索
人类的认知边界，推进人类的进步。
本书从第二部分开始介绍 MPP 大数据平台 Greenplum，以帮助建立了
大数据战略的企业构建新一代大数据系统。第 3 章将介绍数据处理平台的演
进，阐述大数据系统平台化背后的技术驱动力。第 4 章是 Greenplum 快速入
门，帮助初学者快速安装部署 Greenplum 以获得一手使用和管理体验。第 5
章将介绍 Greenplum 的架构和核心模块，围绕 SQL 介绍查询计划和查询处
理流程。第 6 章将介绍 Greenplum 数据加载、数据联邦和数据虚拟化等技
术。第 7 章将对混合负载和资源管理进行介绍。

第3章

Chapter 3

数据处理平台的演进

在上一章中，我们回顾了云原生应用的数字化战略，进而提出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是未
来企业构筑竞争优势和壁垒的高地，最后从人才和技术角度介绍如何建立合适的数据平台。
本章将着重介绍数据处理平台的发展历程，根据其演进的内在动力、外在环境和当前趋势，
提出集成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从技术层面介绍大数据平台选型时需
要考虑的因素。

3.1

前数据处理时代
Data（数据）一词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 40 年代，而使用“数据”表示“可传输和可存储

的计算机信息”始于 1946 年。Data Processing（数据处理）一词的使用则始于 1954 年前后，
泛指收集和处理数据以生成有意义的信息。
在“数据处理”一词出现之前，数据处理任务和行为一直存在，这可追溯到上古时期
的结绳记事。之后常用的数据处理工具是算盘，基于算盘发展而来的珠心算至今仍深受国人
喜爱。
人工数据处理持续使用了数千年。19 世纪末，人们开始使用称为单元记录设备（Unit
Record Equipment）、电算机（Electric Accounting Machine）或制表机（Tabulating Machines）
的机电设备进行自动数据处理。由于可以较快速地处理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因此这类
设备在政府和企业中变得非常流行。但整个数据处理流程需要精心策划，以便各种单元记录
设备可以正确处理表示各种信息的打孔卡片。这些机器每分钟可以处理 100 ～ 2000 个打孔
卡。打孔卡是一块纸板，通过在固定的位置打孔或者不打孔来表示数据。在磁带出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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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存储器，现在很多学校使用的答题卡就是基于类似原理。○
一

人类曾经发明过很多存储数据的介质，包括上古用于计数的绳子、壁画、甲骨、碑刻、
竹简、帛书及后来的纸。然而，这些数据或信息只有人类可以识别。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发
明了可以控制机器的丝织机，同样的原理后来用于自动钢琴演奏。这些机器可以解读存储
在介质上的指令。19 世纪 80 年代，霍尔瑞斯发明了打孔卡，这是一种可以被机器解读的存
储数据而非指令的介质。他还发明了键控穿孔机、分拣机和制表机等单元记录机器，这些发
明奠定了自动数据处理行业的基础。霍尔瑞斯发明的方法被用于 189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
1896 年，他创建了制表机公司（TMC），后来该公司和其他三家公司合并组建了计算制表记
录公司。1924 年，计算制表记录公司改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IBM 是当时最大的单元记录设备供应商，因此这种打孔卡又称为 IBM 卡，因其发明者
为霍尔瑞斯，也被称为霍尔瑞斯式卡。图 3-1 显示了 80 列、矩形孔的 IBM 打孔卡片。

图 3-1

80 列、矩形孔的标准的 IBM 打孔卡片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lue-punch-card-front-horiz.png）

自动数据处理大大提高了效率，并节约了成本。188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工
作耗时 7、8 年之久，使用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之后，仅用时不到 2 年（统计制表工作用时
不到 2 个月，后进行了大量的验证工作）就完成了 18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工作。尽
管工作量是之前的 2 倍，但成本却节省了大约 500 万美元。
同时期比较流行的其他设备还有打字机、加法机和收银机等。雷明顿（Remington）公
司自 1873 年开始就是主要的打字机制造商，推出了第一台量产打字机和 QWERTY 键盘。
1894 年，国家收银公司（NCR）公司发明了电动收银机，1922 年销售了 200 万台。1925
年，底特律的伯劳斯公司推出一款便携加法机。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大多数公司装备了
雷明顿的打字机、伯劳斯的加法机、IBM 的制表机、NCR 的收银机。其主要客户包括政府、
保险公司和铁路公司等。
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后，代替了多个独立的单元记录设备，数据处理进入电子数据处理
（Electric Data Processing，EDP）时代。美国人口普查局于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使用电子计
一
早期的小孔感应原理是机械式的，后来发展为电子式，现在的答题卡采用光学感应原理，因而不再需要
○

打孔，只需使用特殊的铅笔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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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进行人口普查工作，当时使用的是 UNIVAC I 系统。
若非特殊说明，之后内容中提到的“数据处理”指使用计算机的电子数据处理。

3.2

早期的电子数据处理

3.2.1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

前面说过，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人类就发明了各种计算工具和机器，早期的人
工计算工具有算筹和算盘。1642 年，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发明了
世界上第一台加减法计算机。它利用齿轮转动原理进行机械式计算，通过手摇方式操作运
算。1671 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G.W. Leibnitz）制造出第一台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
算的机械式计算机。1833 年，英国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提出了制造自动化计
算机的设想，他所设计的分析机引进了程序控制的概念。尽管该机器未能实现，但其设计
思想和方案成为现代计算机的雏形。1886 年，巴贝奇发明了差分机，使用齿轮进行数值计
算。1925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制造了第一台机械模拟式计算机，1942 年又研制出采用了
速度更快的继电器的模拟式计算机。1944 年，艾肯（Howard Aiken）在 IBM 的资助下成功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自动计算机 Mark I，实现了当年巴贝奇的设想。这台机器使用
了三千多个继电器，可以进行全自动运算，代表着当时人类制造机械式电动计算机的最高
水平。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军方的资助下于 1946 年研制出第一
台电子数字积分机和计算机（ENIAC），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它使用了
18000 多个电子管、1500 个继电器，重 30 吨，占地约 170 平方米，运算速度达到每秒 5000
次，比 Mark I 快 1000 倍以上。
但 ENIAC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程序和数据分离，即数据存储在存储器中，而程序存
储在机器外部的电路里。运算之前，先要按照程序手工把相应的电路接通或通过读卡机读卡
以执行各个指令，费时费力，无法发挥它的运算速度。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宾夕
法尼亚大学的莫尔电机系小组提出了“存储程序”的概念，确立了计算机由输入、存储、运
算、控制和输出五个基本部件组成的结构，将指令像数据一样进行存储和处理。按照此原
则制成的第一台存储程序、顺序控制的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EDVAC）于 1949 年在英
国的剑桥大学投入使用。EDVAC 也是第一台使用磁带的计算机，可以多次在磁带上存储程
序。至今，计算机仍遵循此存储程序原则。

3.2.2

软件

早期的计算机通过重新布线等方式进行编程，多为专门的信息处理任务而定制。后来，
阿兰·图灵和冯·诺依曼提出的存储程序思想为解决通用问题提供了思路，可编程性开始受
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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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Software）一词最早指软制品，如毛织物或者棉织物，也指相对易腐烂的消费品。
20 世纪 50 年代，硬件（Hardware）一词已经广泛使用，但是软件还没有出现。直到 1960 年
前后，“软件”一词在计算机领域才开始使用，用于描述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除了硬件之外
的所有东西，包括程序和服务等。软件的概念一直在变迁，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用
于表示计算机使用的程序和其他操作信息。此时，软件成为计算机程序的同义词。
早期基于电子计算机的电子数据处理基本上直接继承自基于单元记录设备的数据处理
方式，计算机使用也是独占式的。之后，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开始出现批处理模式和分时
共享模式，逐渐演变出软件和操作系统。
早期的计算机没有操作系统，每个用户在预定的时段独占整个计算机，包括外设（例如
打印机和读卡器）。在指定的时间段，用户带着程序和数据来运行其程序。程序和数据存储
在打孔卡、纸袋或者磁带上。通过输入设备加载程序和数据后，一直独占机器运行，直至程
序运行结束或者出现错误。通常，可以通过控制面板调试程序（控制面板常使用拨号盘、切
换开关或者面板灯）。
早期的代码使用机器码编写。为了提高编程效率，出现了符号语言。汇编器和编译器
将符号程序编译成机器码。之后出现了操作打孔卡或者磁带的库代码，用以协助常用的输
入和输出操作，这些代码可以链接到用户的程序，避免了重复开发。这是现代操作系统的起
源。但此时，机器仍然一次只能运行一个作业。
随着计算机能力的提升，运行程序的时间逐渐减少，而将设备交给下一个用户的时间
占比越来越大。之前根据墙上的时钟核算机器使用账单的方式开始转变为由计算机自动记
账；运行队列也由门口的人工排队变成了工作台上的诸如打孔卡或者磁带之类的等待队列。
之后，自动记录和检测程序不仅需要记载 CPU 的使用情况，还需要计算打印页数、打卡次
数、读卡次数、磁盘使用容量等信息。慢慢地，这些功能融合为一个程序，它在第一个客户
的工作开始之前已经运行，可以读取客户作业、控制其执行情况、记录客户作业资源使用情
况、在作业结束后重新分配资源，然后立即处理下一个作业。这些驻留的程序在操作系统这
个术语出现前通常被称为监控程序。
一个早期的用于实际工作的操作系统是通用汽车于 1956 年为其 IBM 704 研发的 GMNAA I/O。大多数早期 IBM 大型机操作系统也是由客户研发的，每个供应商或者客户都为
其特定主机研发一个或者多个特定操作系统。即使是同一个供应商，其每个操作系统也可能
具有完全不同的操作模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64 年 IBM System/360 和 OS/360 发布，
该项目致力于为所有兼容机提供相同的指令和输入、输出架构。
此时，树形结构的分级文件系统开始出现。1958 年的东部联合计算机会议介绍了早期
的分级文件系统。1965 年发布的 Multics 系统（一个早期的分时操作系统）对文件系统的影
响比较大。之后的 Unix 的文件系统基于 Multics，并支持任意级别的文件目录层级。
“文件”（File）一词早在 1950 年就被用来表示计算机存储的内容。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的广告中指出：无数计算的结果可以保存在文件中，之后可以再次取出。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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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文件通常指存储在打孔卡上的信息。图 3-2 给出了当时常见的打孔卡照片。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伴随着通
用电子计算机、磁存储介质、操作系统、文
件系统等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处理技术逐
渐发展起来。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数
据处理应用基本还是使用文件作为持久化数
据的存储方式，主要的存储格式之一是衍生
自打孔卡技术的称为平面文件的格式，即文
件由记录组成，一个文件的记录由同一种类
型的记录组成，记录类型由固定长度的字段
组成。
支持分时共享的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运行
多个数据处理应用，它们各自有保存数据的
文件，互相之间不能访问。一些通用的文件
操 作 被 开 发 出 来 用 以 提 高 效 率， 包 括 排 序、
合并和报表等。

3.3

数据库

图 3-2

打孔卡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uter_f ile#/
media/File:PunchCardDecks.agr.jpg）

随着硬件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基于文件的数据管理显现出其不足之处：
每个应用程序要自行定义底层数据格式，依赖程度高，维护代价昂贵。

文件格式不兼容，无法在不同应用间共享数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研究能进行更高效、安全、快捷的数据处理的系统，于
是造就了一个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极具活力的领域—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
1964 年前后，计算机领域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个新词—Data Base。这个词由美国军事
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创造，表示分时共享计算机系统中的多用户共享的数据集合。当时的数
据处理技术正在经历“集成数据处理”的阵痛，而 Data Base 很快成为描述集成不同应用程
序的数据而形成的数据集的名词。现在维基百科对于数据库的定义是：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
来的数据集合，通常使用数据库管理系统访问这些数据。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很多阶段，有些数据库管理系统已经淡出大众视野，有
些仍然在不断演进。数据管理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导航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

面向对象型数据库

关系 - 对象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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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

分布式数据库

NewSQL

本节将聚焦于 NoSQL 出现之前的数据库技术的演进。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研究源自以下用户需求：
1）数据整合：早期的数据处理应用程序使用主文件（Master File）持久化保存数据。主
文件是应用程序的一部分，企业内部不同应用的主文件是独立设计和维护的，数据重复和不
一致的问题很普遍。因此，整合不同应用的各种主文件，实现数据共享和集中管理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此外，信息管理应用程序也需要这种整合才能起效。
2）数据独立性：早期的应用使用机器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编写，效率低下，并且依赖于
硬件。这种复杂度使不懂编程的人员难以访问数据。因此，提供更抽象的语言，使得应用程
序独立于底层数据存储和管理成为一个重要需求。
3）数据保护：数据整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原来每个应用访问自己的主文件，不会涉
及权限管理的问题，而整合之后需要防止数据丢失和未授权的访问，因此需要访问控制和防
止数据丢失的机制。
这些需求催生了相应技术的发展。

3.3.1

数据模型

数据库系统的基石之一是数据结构以及对数据结构的操作方法，早期称之为数据结构化
方法。后来 Edgar F. Codd 提出关系理论时，使用数据模型来描述这一问题，这一概念沿用
至今。
早期数据处理系统的数据模型衍生自打孔卡技术，因此比较简单。常用的一种模型由
文件组成，文件由记录组成，一个文件的记录属于同一类型，记录类型由固定长度的字段定
义。这种方式称为平面文件（Flat File）。文件通常保存在顺序存储介质上，如打孔卡或者磁
带（这个时候可随机访问的磁盘还没有出现）。
当试图对数据进行整合时，早期数据模型的局限性立刻显现出来。最主要的问题是缺
乏有效的表示实体之间关联的方法，例如一对多或者多对多关系。处理这种实体之间关联的
操作和处理打孔卡不一样，需要额外的排序和合并操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数据库技术领
域发展出了多种新的数据模型。
1. 层次模型
层次模型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体关联问题。基于层
次模型的数据库由链接在一起的记录集合组成，一个记录包含多个字段，每个字段只有一个
数据值。链接（Link）将两个记录关联在一起。
层次模型可以方便地表示实体间一对一关系和一对多关系，但不适合表示多对多关系。
多对多关系可以通过记录复制之类的方式实现，这种方法有两种主要缺点：1）更新记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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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数据不一致；2）浪费空间。使用虚拟记录（类似于文件系统中的符号链接）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൬ᘰဥ

使用树形逻辑结构可以较好地描述层
次模型。例如，有两个记录类型：
Ґ־1

公司（company）：有公司名字、地


Ґ־2

Ґ־3

址等字段。
员工（employee）：有员工名字、年


࣎ჾ

龄等字段。

࣎

图 3-3

࣎ഄ

࣎Ầ

࣎ᦾ

树形逻辑结构的数据模型

用树形逻辑结构表示公司和员工记录
的数据模型如图 3-3 所示。
层次模型最自然的存储方式是使用父子指针方式存储，如图 3-4 所示。
这种方式造成的问题是：即使记录类型本身是定长记录，但由于子记录个数可能不同，
造成该记录类型的存储长度是不固定的。这种变长记录不利于高效地存储和处理。
一个常见的优化存储结构是使用最左子指针和兄弟指针替代父子指针，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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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模型存储示例

Ґ־1

࣎ჾ

࣎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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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模型优化存储示例

实际存储时，可以一个文件存储一种记录类型，也可以一个文件存储多种记录类型。
IBM 的 IMS 数据库就是一种层次模型数据库，也是最古老的数据库系统之一，至今仍
然被广泛使用。
2. 网状模型
层次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体关联的问题，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更通用的方
法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直接访问存储设备（Direct Access Storage Device，DASD）普及
后才出现，DASD 使得网状模型成为可能。
早期的商业数据处理中的网状模型起源于物料清单应用（BOM），这种应用常需要表示
一对多和多对多关系。为了简化物料清单应用的开发，IBM 提出了一种称为 BOMP 的访问
方法，后又推出增强版的 DBOMP。BOMP 数据模型使用两种类型的文件：主文件（Master
File）和链文件（Chain File）。每个记录类型包含单个固定格式类型的记录和一个称为链的
结构。链结构含有单个主文件记录和来自单个链文件的可变数量的记录。某个链文件记录
可以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不同链中，并关联主文件记录到这些链的头部。对于物料清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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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零件链”和“零件使用链”这两种链足以表示多对多的零部件关联关系。虽然最初
是为物料清单应用而开发，但是 BOMP 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中。CINCOM 公司的
TOTAL DBMS 也是基于 BOMP 思想。
另一种非常成功的网状模型数据库是 GE 的 IDS 系统（Integrated Data Store）。在 IDS
中，一个数据库由记录和记录链组成，没有文件的概念。记录链和 BOMP 的链文件相似，
由一个所有者（owner）记录和多个成员记录组成。一个记录可以是不同类型的不同链的成
员。和 BOMP 不同的是，所有者记录可以是其他链的成员。这样就可以建立任意深度的层
次模型，以及复杂的网状模型。
网状模型概念上也是由不同类型的记录集合组成，记录之间的关系通过链接（Link）来
表 示。20 世 纪 60 年 代 后 期、70 年 代 早 期，CODASYL 的 数 据 库 工 作 组（Data Base Task
Group）基于网状模型的商业数据库对网状数据模型进行了标准化。
为了简化实现和处理，在 DBTG 模型中，不允许使用多对多 Link，因而两个记录类型之
间的数据结构图的形式都是 A ← B（记录类型 A 可以有多个子记录类型，记录类型 B 只能有
一个父记录类型），这称为一个 DBTG 集合（set）。每个 DBTG 集合有且只有一个记录类型为
该集合的所有者（owner），其他记录类型为该集合的成员（member）。一个 DBTG 集合可以有
任意数目的集合实例，一个集合实例可包含一个所有者记录和多个成员记录类型的记录。
DBTG 模型的实现技术充分利用了其模型对多对多关系的限制，通过为每个集合实例
使用环结构，从而避免使用可变长度记录。假设有如下 3 个记录类型（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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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类型实例

通过如下两个链可以实现多对多关系：客户购买链和商品出售链。客户购买链将每个
客户与其购买记录链接成一个环，而商品出售链将每个商品与其销售记录链接成一个环（如
图 3-7 所示）。
前面介绍的层次模型中的记录类型可以组织成树形结构，网状模型中的记录类型可组
成图结构。
3. 关系模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研究者们开始不满足于使用指针或者类似的方法实现实体之间的
关联，因为对于用户而言，为了使用这些系统，他们需要了解这些关联及其实现的细节，这
种体验是非常糟糕的。作为当时最令人瞩目和最有动力研究这一难题的公司，在不同的时间
和场合下，IBM 有多位研究者提出了实体集合（Entity Set）或者类似的概念。也就是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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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通过一组表来表示，一个表对应于一种类型的实体集，每个表的行对应于实体集中的单个
实体，列则对应于实体集的属性，行列交叉处对应某个实体的某个属性的值。
࢞ଋᦀͨᯖ

صٻӖ٭ᯖ
࢞ଋ1

صٻ1

ౕ᭖

࢞ଋ1

صٻ1
࢞ଋ1

صٻ2

ౕ᭖

࢞ଋ2

صٻ1

ౕ᭖
صٻ2

࢞ଋ2
࢞ଋ2

صٻ3

ౕ᭖

࢞ଋ3

صٻ2

ౕ᭖
صٻ3

࢞ଋ3
࢞ଋ3

图 3-7

صٻ3

ౕ᭖

网状模型存储示例

实体之间的关联也通过表来表示，这是最关键的改变，它统一了实体和实体关联关系
的表示方式。使用实体标识符（ID）而不是指针或者其他硬件结构来表示实体关系，也为数
据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Ted Codd 意识到可以用集合论来表示实体集，其中实体集为域
（Domain）的集合 D1，D2，…，Dn，每个域对应实体集的一个属性。实体关联也用类似的方
法表示，每个域对应实体的标识符。这奠定了关系模型的理论基础。
使用关系模型，图 3-7 中的客户购买信息可以用三张表表示：客户表存储客户信息，商
品表存储商品信息，客户购买商品表存储客户购买商品的信息。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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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用关系模型表示客户表、商品表和客户购买商品表

关系模型与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的最大区别是，记录之间的关联关系不再使用指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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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是通过记录 ID 表示。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层次模型、网状模型处理的基本单元是记
录，而关系模型处理的基本单元是记录集合。
关系数据模型最常用的两个访问方法（Access Method）是 IBM 的索引顺序访问方法
（Indexed Sequential Access Method，ISAM） 和 虚 拟 储 存 访 问 方 法（Virtual Storage Access
Method，VSAM）。 这 两 种 方 法 都 同 时 支 持 随 机 访 问 和 顺 序 访 问。ISAM 是 1966 年 作 为
OS/360 的一个组件出现的，也是数据处理领域第一个广泛使用的同时支持顺序访问和随机
访问的访问方法，它使用了 DASD。VSAM 是 1972 年提出的，它使用记录分割策略解决了
ISAM 的长溢出链问题，此外也支持索引压缩和索引复制。
4. 对象数据模型和关系对象模型
在关系模型之后，为了进一步抽象并适应编程语言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更复杂的模型，
包括对象数据模型、对象关系模型、XML 数据库等。然而，这些数据模型随着时间的流逝，
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主要原因是这些模型过于复杂，其带来的价值不足以补偿实
现的复杂性。关系模型则因简单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而经久不衰。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PostgreSQL。PostgreSQL 官方称其为最高级的对象关系数据库，对
象模型的概念在最新的版本中已经被淡化，其早期对象关系模型中保留至今仍有活力的是其
抽象数据类型、自定义数据类型、自定义操作符和函数等。这为 PostgreSQL 的灵活性和可
扩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鲜有用户会提及 PostgreSQL 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XML 数据库也曾风靡全球，然而，在图灵奖获得者 Michael Stonebraker 看来，这种数
据库只不过是站在前人的脚趾而不是肩膀上的重复当年的网状数据模型、期望解决却未能解
决问题。因此，XML 数据库只是昙花一现就不足为奇了。

3.3.2

数据独立性和高级数据处理语言

数据独立性是早期数据库系统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它是指应用程序代码和数据存储
结构、访问策略相互独立。数据库提供高级接口，使用户可以处理数据，而不用考虑底层细
节，例如二进制位、指针、数组、链表等。尽管底层还会使用这些基本数据结构来表示和处
理数据，但数据库可以选择内部数据表示方法，并且可以改变这种存储方式，而对用户和应
用完全透明。
早期处理数据的代码内嵌在宿主编程语言中。宿主编程语言起源于通用数据处理例程，
例如缓冲区处理、错误处理等。后来演变成 I/O 子例程工具包，之后又演变成 I/O 系统和访
问方法（Access Method）。而 DASD 的出现大大扩展了这些通用操作工具的数量，包括空间
分配、格式化、地址转换、索引等。
随着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出现，访问方法（Access Method）接口被数据库子语言取代，
数据库子语言比访问方法更强大，比如可以更新或者删除多个记录，此外还可以执行数据库
独有的操作，例如锁和事务控制等。由于内存的限制一次无法处理过多的数据，为了处理大
量记录，有些数据库子语言提供了游标（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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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F. Codd 提出的关系数据模型大大促进了数据独立性的发展。他认为传统数据库
主要存储两种信息：1）数据库记录的内容；2）数据库记录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系统使用不
同的方式存储记录之间的关系，例如 links、sets、chains、parents 等。
关系模型系统有三个重要的属性：1）提供一个和底层实现无关的数据模型或者视图，
所有信息都以数据值方式表示，不存储任何连接信息；2）系统提供高级语言执行数据处理
操作，而不用关心其实现细节；3）高级语言以记录集合为操作单位，一次处理多个记录，
而层次数据库和网状数据库一次操作一个记录。因此关系数据模型可以更好地解决数据独立
性问题。
正是有了数据独立性，数据库才能作为一个产品和使用数据库的应用松散耦合在一起。
数据库产品可以不断改进增加新功能，只要提供向后兼容的 SQL 支持，应用程序就可以直
接在新版本上运行。另一方面，应用程序从数据存储和访问方式上脱身而出，专注在业务逻
辑上，将越来越多的业务构建在数据库这一基础软件上，两者相互促进。为了满足来自应用
的更好、更快地处理数据的需求，数据库需要不断改进升级，而每一次数据库功能和性能的
增强，又会带动更多应用和更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推动数据库技术进一步提升。
1. 关系模型及查询语言
1970 年，Edgar F. Codd 发表了论文《 A 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Data Banks 》。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关系模型，奠定了关系数据库的理论基础。这个模型通过一种
简单、高级的查询语言访问数据。这种思维模式使得开发人员能够一次对一个数据集执行操
作，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一次操作一个记录。
Codd 在关系数据模型理论中提出了两种关系查询语言：一种是关系代数，一种是关系
演算（Relational Calculus）。
假设有一张如图 3-9 所示的员工表（Employee），我们希望从中找到“比老板薪水高的
员工”。
Name

Salary

Manager

Smith

45 000

Harker

Jones

40 000

Smith

Baker

50 000

Smith

Nelson

55 000

Baker

图 3-9

员工表示例

使用关系代数，查询语言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关系代数查询语言示例

使用关系演算，查询语言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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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employee e;
RANGE employee m;
GET w(e.name): m((e.manager = m.name) ∧ (e.salary > m.salary)

2. SQL
SQL 衍生自 System R 的数据库子语言，这是对数据库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种高级语言。
SQL 来源于如下一些早期 IBM 对关系语言的研究。
Alpha 语言：尝试使用过程语言代替关系演算。

假设有如下两张表，从中找出学习课程 Math 的成绩为 A 的所有学生。
Student (Number, Name)
Enroll (Course, Date, StuNum, Grade)

如果用关系演算，则解决方法如下：
{x[Name] ∈ Student:
( y ∈ Enroll)
(y[Course] ="Math" &
y[Grade] = "A" &
y[StuNum] = x[Number]) }

如果使用 Alpha 数据库子语言，则解决方法为：
Range Student X
Range Enroll Y Some
Get W X.Name:
Y((Y.Course = "Math") & (Y.Grade = "A") & (Y.StuNum = X.Number)

这个 Alpha 语言程序返回满足条件的学生的名字，并用表 W 表示，宿主语言的语句可
以访问并操作 W。
GAMMO-0：低级关系语言，试图实现关系代数和查询语言。

SQUARE：使用图形化方式，从而避免使用关系演算中的数学符号。

SEQUEL ：基于 SQUARE，但是使用类自然语言。SEQUEL 借鉴了已有查询语言的

某些结构，如 GIS（GIS and File Management, J.H. Bryant，1966）的 SELECT-FROMWHERE，并扩充使之满足关系完整性。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是，它能够支持子查询。
System R 的 SQL 基于增强版的 SEQUEL，在程序中使用 SQL 时，SQL 语句可以使
用宿主语言的变量。
1972 年，在 Edgar F. Codd 组织的一个计算研讨会上，SQL 的发明者 Raymond Boyce
和 Donald Chamberlin 接触到了关系数据模型。他们发现，用几行关系语言代码就可以实现
复杂的 DBTG 语言程序才能实现的功能，因而被 Codd 的关系语言的表达能力所震撼。不
过，他们也感到该语言的门槛很高，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才能驾驭。他们认为影响该语
言流行的主要障碍有两个：第一个障碍是普通键盘很难输入数学符号。这个障碍比较容易解
决，如使用“ project ”代替数学符号 π ；另一个更大的障碍来自语义级别，Codd 的关系语
言的基本概念来自于集合论和符号逻辑理论，普通用户很难理解。于是在 1973 年，他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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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一种类似自然语言的查询语言，称为 SEQUEL。该语言流畅地描述了需要查询什么信
息，但是不涉及任何实现细节，所以 SEQUEL 是一种声明式语言。1974 年，他们发表了论
文“ SEQUEL: A Structured English Query Language ”。之后，SEQUEL 语言随着 System R
项目持续演进，根据早期用户的反馈，于 1976 年发布了更完整的 SEQUEL 语言设计。1977
年由于商标问题，SEQUEL 改为 SQL。
解决“比老板薪水高的员工”这个问题的 SQL 查询如下，可以看到，查询语句非常简
洁易懂。
SELECT e.name
FROM employee e, employee m
WHERE e.manager = m.name AND e.salary > m.salary

SQL 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关系模型的突破性创新，很好地抽象了用户和存储的数据之间
的交互。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了 SQL 的发展：
从早期相关研究和实现中受益匪浅。

同时支持 DDL 和 DML，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来使用和管理数据库，从而

提高了应用开发人员的效率。
SQL 标准催生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不再被单个厂商锁定。1986 年，ANSI 和 ISO 标

准工作组定义了 SQL 的标准。此后，SQL 发布了多个后续标准版本，包括 1992、
1996、1999、2003、2006、2008、2016。经过多年的发展，SQL 标准修正了最初版
本中的不足，并增加了很多新的特性，包括外连接、表表达式、递归、触发器、自
定义类型和自定义函数、OLAP 扩展、JSON 等。

3.3.3

数据保护

数据保护方面两个出色的早期产品是 IMS 和 System R。IMS 提供了数据一致性保护，
而 System R 则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保护措施，包括并发访问控制、故障恢复、数据恢复、
权限管理等。很多经典数据库书籍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3.3.4

数据库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困境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看似很自然的技术，当初也经历了很多争论
才持续发展起来。其中最大的争论来自关系模型和 CODSYAL 的 DBTG 模型，直到 IBM 发
布 DB2 后形成双数据库战略（IMS 和 DB2），才终结了这场长达十年的争论。
20 世纪 60 年代，数据库技术初现，使用数据库管理数据比使用文件系统管理数据面临
更多挑战：
由于需要消耗更多计算资源，数据库系统比文件系统处理速度慢；而当时硬件性能

较弱，使得这个缺点更为明显。
作为新生事物，数据库系统的稳定性不如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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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人才匮乏。

这些挑战在数据库技术发展了近 10 年后才基本得到解决。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关系模型，虽然具有简单灵活的优点，但在当时也经历了很大的
争论：
相比层次和网状数据模型，关系模型需要更多的系统资源，因而速度更慢。

关系模型依赖优化技术生成高效查询计划，当时人们对优化技术能否实现期待的优

化效果存疑。
作为新生事物，相关技术人才匮乏。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关 系 理 论 发 展、 原 型 迭 代 和 产 品 打 磨， 到 了 20 世 纪 80 年 代， 随 着
Oracle、IBM 等商业数据库的成功，关系数据库才真正发展起来。
但关系数据库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数据模型不匹配，也称为阻抗
不匹配（Impedance Mismatch），是指关系数据模型和应用程序内部使用的数据结构不匹配。
关系数据模型使用表或者关系（Relation）和记录或者元组（Tuple）组织数据，元组是一组
名字 - 值对，关系是元组集合。这种数据模型优雅而简洁，然而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无法
表示嵌套数据结构，而应用程序内存中的数据结构通常包含非常复杂的嵌套数据结构。为解
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关系数据模型和应用内存数据结构之间进行双向转换，因此需要很多转
换代码。对象关系映射（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
较知名的框架包括 Hibernate、iBATIS。

3.4

NoSQL 数据库
NoSQL 一词最早出现于 1998 年，用于命名一个轻量级关系数据库。该数据库使用文

本文件存储数据，每个元组由制表键分割的字段组成，使用 shell 脚本访问数据，不支持
SQL 接口，但仍然是关系数据库。2009 年，NoSQL 一词出现于一个技术大会上，用于表
示当时出现的大量非关系型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这也是当前 NoSQL 一词的含义。然而，
NoSQL 一词没有广为接受的官方定义，它在不同的场合被解释为不同的意思，包括“ No to
SQL ”
“ NOSQL/Not Only SQL ”
“ No，SQL ”等，现在广泛使用的含义为 Not Only SQL，即
SQL 数据库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关系数据库。

3.4.1

NoSQL 出现的背景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数据处理领域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各种 NoSQL 数据库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 nosql-database.org 在 2018 年的统计
数据，共有超过 225 个 NoSQL 产品，这种情况的出现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始 于 1969 年 的 互 联 网（Internet） 改 变 了 人 类 的 方 方 面 面， 其 影 响 仍 然 在 进 一 步 深
化，甚至可以说其影响才刚刚开始。互联网出现不久，电子邮件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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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便捷的沟通方式之一，电子布告板（BBS）成为便捷的信息发布平台。1989 诞生的万
维网（WWW）则彻底改变了信息的链接方式。随后海量网站出现，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获
取数据变得非常容易，而从大量网络数据中找到需要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催生了互
联网巨头。Yahoo 从黄页起步快速成为流行的门户网站，Google 开始提供高质量搜索服务。
1999 年出现、2004 年开始流行的 Web 2.0 标志着互联网进入新时代：用户生成内容提高了
服务的粘性，更好的交互性大大提高了用户体验，粘性和体验的提升又进一步带来更多的
访问量和更长的访问时间。这个时期常用的服务包括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网络社区、博
客等。
快速增长的数据量给年轻的互联网巨头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挑战：现有的数据处理技术
无法适应数据量的快速增长。传统的企业（如银行）也有大量的数据，但由于其核心业务是
交易，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控制数据量（特别是历史数据量）使现有的数据处理技术能够满足
其业务需求。对于互联网公司，数据是核心资产，因此只能努力前进，解决这些他人还未
遇到的难题，而不能退缩。互联网公司面临两种选择：垂直扩展（Scale Up）或者水平扩展
（Scale Out）。垂直扩展指采购功能更强大的机器解决问题，这也意味着要有更大的资金投
入，且这种投入增长不是线性的，另外，垂直扩展总是有上限的。所以，很多互联网公司采
用水平扩展的方案，通过购买更多的商用硬件组建集群来解决扩展问题。
水平扩展方案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虽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术界和企业界
就对分布式数据库进行研究和开发，但当时还没有可以很好地支持集群的商用事务型关系
数据库。Oracle RAC 和微软的 SQL Server 虽然支持集群，但仍然基于共享磁盘，扩展能力
有限。这种关系数据库和分布式集群的不匹配，使得互联网巨头和大企业不得不考虑其他
存储方案。早期的尝试之一是使用基于中间件的方案，包括 eBay 的基于 Oracle 的集群和谷
歌的基于 MySQL 的集群。中间件方案的底层大多使用某种关系数据库，而关系数据库自身
的特性（如 ACID）限制了性能和可用性，使用关系数据库做底层存储代价过高。于是，某
些公司开始尝试改变这一状况，很多新技术和产品应运而生。这些新产品放弃了 ACID、模
式（Schema）和跨节点关联等关键 SQL 特性，以获得对海量数据的高速处理能力、高扩展
性和高可用性等。谷歌于 2003 年发表了 GFS 论文、2004 年发表了 MapReduce 论文、2006
年 发 表 了 BigTable 论 文； 亚 马 逊 于 2007 年 发 表 了 Dynamo 论 文； 雅 虎 于 2006 年 开 源 了
Hadoop；Facebook 于 2008 年开源了 Cassandra。这些研究和技术为 NoSQL 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其他很多知名 NoSQL 产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研发或者发布的，包括 CouchDB
（2005）、MongoDB（2007）、Hypertable（2008）、Cassandra（2008）、Redis（2009）、
MongoDB（2009）、ElasticSearch（2010）等。
NoSQL 是一次由开发人员主导的技术趋势。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
优秀人才，积蓄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具备开发新型系统的能力。同时，来自业务的需求给他
们带来了开发新型系统的动力。开发全新系统是机遇也是挑战。很多系统的开发者希望借此
机会解决长期困扰开发效率的某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数据处理领域自关系模型出现以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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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对象和关系模型不匹配（Object Relational Impedance Mismatch）问题。存储和处理数
据的关系模型本质上是一个扁平的二维数据结构，不支持灵活的嵌套，而编程语言在内存中
的数据结构通常是具有多级嵌套的结构体或者对象。这种内存和外存数据模型的不匹配使得
开发人员不得不实现大量烦琐的代码进行转换，不但影响开发效率，而且容易出错。另一个
问题是修改应用数据结构之前通常需要修改数据库的模式，这在需要频繁更新数据结构的场
景下非常不方便。
图 3-11 显示了这种内外存数据模型不匹配的问题，左边是内存中的数据结构，右边是
数据库中的存储结构，内存中的数据结构是嵌套型，而关系数据库的数据模型是扁平的。很
多 NoSQL 产品解决或避免了这个问题，如文档数据库使用支持嵌套的 JSON 格式存储数
据，而键值数据库则忽略数据的内部格式，把内存中的数据序列化为二进制串存储，读取的
时候再进行反序列化。
Orders
ID：1001
Customer：Ann
Customers

Line Items：
0321293533

2

$48

$96

0321601912

1

$39

$39

0131495054

1

$51

$51

Order Lines

Payment Details：
Card：Amex
CC Number：12345
Expiry：04/2001

Credit Cards

图 3-11

内外存数据模型不匹配

（来源：https://www.thoughtworks.com/insights/blog/nosql-databases-overview）

3.4.2

NoSQL 产品的共性

NoSQL 产品数量众多，出现时机和原因各不相同，应用场景也多种多样，但这些产品
之间存在一些共性。
1）顾名思义，NoSQL 数据库（开始时）不提供 SQL 接口。某些 NoSQL 数据库提供了
类 SQL 接口，然而都没有达到 SQL 标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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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群基因。NoSQL 数据库大多具备良好的集群管理能力，有的 NoSQL 最初就是为
集群而设计，因而具备很好的线性扩展性和高可用性。
3）追求高性能和高吞吐量。NoSQL 数据库大多以追求高性能、高吞吐量和高可用性为
目标，因而放弃了某些关系数据库的特性，如事务、强一致性、关联（JOIN）等。
4）NoSQL 数据库的数据模型都是非关系型的，常见的数据模型有键值、列族、文档类
型和图类型。
5）NoSQL 数据库不使用模式（Schemaless）或者使用灵活的模式。因此，NoSQL 数据
库不需要事先设计完善的模式即可操作数据，并允许动态添加新数据类型或者修改已有数据
类型。这为编程人员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然而，访问数据必须知道其模式，否则
数据就是 0 和 1 组成的一堆无意义的二进制字符，所以需要有隐式模式，即对所存储数据
的结构和类型的假设。这些隐式模式通常隐藏在应用代码中，NoSQL 数据库本身不用关心，
数据的使用者仍然需要了解这些隐式模式才能操作数据，所谓的无模式数据库不过是把模式
从数据库移到了应用程序内部。
6）大多数 NoSQL 数据库以不同协议开放源代码。

3.4.3

NoSQL 的分类

NoSQL 数据库根据数据模式的不同分为四种类型：键值数据库、文档型数据库、列族
型数据库和图数据库。
1. 键值数据库
键值数据库以键 / 值对形式存储数据，键必须唯一，这和哈希表的存储 / 操作方式类
似。主键对应的值可以是任意二进制数据（包括文本数据），NoSQL 数据库不知道数据内部
细节，应用程序负责解析其语义。应用编程接口非常简单，支持读、写和删除键值对。有
些键值数据库支持主键排序和范围（Range）操作。键值数据库性能出色，扩展性很好。流
行的键值数据库包括 Riak、Redis（由于可以存储集合、列表等，也称为数据结构服务器）、
Memcached 等。
2. 文档型数据库
文档型数据库的核心数据模型是文档（半结构化数据），以键 / 文档对存储。文档可以
是 XML、JSON、BSON 等格式。文档多为树形结构，可以包含数组、子文档等。不同的文
档可以有不同的字段，相同的字段可以有不同的数据类型。和键值数据库相比，文档内容对
数据库可见，因而支持对文档的特定字段建立索引以实现高效检索。常见的文档型数据库包
括 MongoDB、CouchDB 等。
3. 列族型数据库
列族型（Column-family）数据库支持定义多个列族，每个列族内允许定义可变数量的
列，支持动态定义新列。通常将逻辑上相关、经常同时访问的数据放在一个列族内。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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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相比，可以把列族看成关系模型的一个列，列对应的值是一个复杂结构。常见的列
族型数据库有 Cassandra、HBase、Hypertable 等。
4. 图数据库
图数据库支持非常灵活的实体关系，实体称为顶点，实体间的关系称为边。在图数据
库中，边是内嵌的概念。常见的图数据库有 Neo4J、OrientDB 等。

3.5

SQL 数据库的回归

3.5.1

NoSQL 与 SQL 的融合

2017 年，谷歌发表了一篇名为《 Spanner: Becoming a SQL System 》的论文，引发了关
于 SQL 回归的热议。
图灵奖得主 Michael Stonebraker 和 David J. DeWitt 早在 2008 年就曾指出 MapReduce 是
技术倒退。他们认为，MapReduce 的基本思路很简单，开发人员只需实现两类函数：map 函
数和 reduce 函数。map 函数对输入记录执行过滤或变形处理，通过 split 函数（通常是哈希）
将 map 的结果分成多个分区，每个分区对应一个文件，具有相同 split 结果的记录都在同一
个文件中；reduce 函数对 map 的结果进行进一步处理，结果也以文件方式保存。MapReduce
框 架 会 自 动 并 行 运 行 这 些 程 序 进 行 计 算。 若 用 SQL 术 语 类 比，map 类 似 于 聚 集 语 句 的
group-by；而 reduce 类似于聚集函数，对每个分组的所有元组进行聚集计算。他们指出：
作 为 一 种 数 据 处 理 模 式，MapReduce 是 一 种 倒 退。 自 1968 年 IBM 发 布 IMS 后 的

40 年里，数据库社区吸取了三个教训：1）模式（Schema）很有价值，它描述了数
据的元信息，防止垃圾数据污染数据集，没有模式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1 和 0 的数
字串，很快会变成垃圾；2）从应用程序中抽离出模式很好，数据是符合模式的高
质量数据，可以在不同应用间共享，否则数据会变成单个应用的私有数据；3）高级
访问语言很有价值，20 世纪 70 年代关系阵营和 CODASYL 阵营就曾因为是否使用
高级语言进行过长达数年的辩论，最终 CODASYL 淡出了视野。使用高级语言可以
方便地描述要做什么而不是怎么做，程序易于实现、易于修改，也易于理解和维护。
MapReduce 丢掉了这些经验，因此倒退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MapReduce 是次优实现。数据库社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支持不同的数据访问方法

（Access Method），包括基于索引的方式和顺序扫描方式，优化器可以根据代价选择
最佳路径。MapReduce 仅仅支持顺序扫描。作为一个并行执行引擎，MapReduce 也
过于简单，如不能处理数据倾斜、基于文件的数据交换效率低下等。
MapReduce 本身也不是数据处理新模式，20 年前就有大量关于高效并行处理大数

据集的研究和商业实现，很多开源或者商业数据库也支持用户自定义类似 map 或者
reduce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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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educe 无法支持很多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的特性，包括高速加载、索引、更新、

事务、完整性约束、参照完整性和视图等。
MapReduce 和广为使用的工具不兼容，如报表工具、BI 工具、数据挖掘工具等。

当时，这些观点受到了 MapReduce 拥护者的反对。但十年之后的 2018 年，事实证明他
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大量开发人员和组织最初采用各种 NoSQL 产品时，体验到了其优势。然而，随着时
间推移，他们开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 NoSQL 的首倡者谷歌。（实际上，所有问
）这些问题
题都是 50 年前在数据处理进入电子数据处理时代就已经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
包括：
不支持 SQL，计算远离数据，开发人员需要自己实现复杂的代码并进行聚集分析等。

使用低级查询语言，数据物理独立性和逻辑独立性差、灵活性差、维护代价高。

不支持 ACID 和事务，开发人员需要自己写代码处理数据不一致造成的问题。

不支持关联，只能使用宽表，会引起数据冗余，维护代价高。

缺少标准接口，学习代价高、应用使用代价高，需要大量的胶水代码和转换代码。

多种 NoSQL 产品的引入导致数据整合代价高。

缺少生态，从数据迁移、ETL、报表、BI 到可视化都要从头开发，难以进行数据分析。

人才缺乏，企业积累的大量 SQL 人才和资产无用武之地，造成浪费。

尽管如此，NoSQL 产品仍然继续演进，其中一个趋势是支持更多关系数据库的优秀特
性， 如 SQL 标 准。 目 前 Apache 社 区 有 多 个 SQL-on-Hadoop 项 目， 包 括 HAWQ、Impala、
Presto 等。此外，Kafka 也开始提供 SQL 接口 KSQL。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也开始支持越来越多的 NoSQL 特性，如 2012 年发布的 PostgreSQL
9.2 开始支持 JSON。
由于 NoSQL 开始提供更多 SQL 特性，SQL 数据库也开始支持更多 NoSQL 特性，NoSQL
与 SQL 的融合越来越深入。

3.5.2

Hadoop 不等于大数据

过去，很多人认为 Hadoop = 大数据，一谈大数据必谈 Hadoop。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Gartner 在 2015 年发布报告《Survey Analysis: Hadoop Adoption Drivers and Challenges》，
该报告指出：尽管 Hadoop 被大量炒作，并有早期采用者的成功案例，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目前没有计划投资。此外，只有 18％的用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资 Hadoop。
Gartner 在 2017 年发布的数据管理产品周期图（如图 3-12 所示）中指出，Hadoop 发行
版在达到生产高峰期前已经过时。整个 Hadoop 技术栈的复杂性和可用性令许多组织重新考
虑其在信息基础架构中的角色。
谷歌的发展经历也说明，SQL 数据库更适合作为大数据的基础处理平台。这对很多组
织都具有借鉴意义。

64

第二部分

大数据平台

ӟ६
ᗱԤౕனӁ
ͯε༎ᄩ
߄คݖDBMS
Փܺᯖ
ҸᏁဥHTAP
ౕனྈ
ܘDEMS
ХᏚᄩনᅺ
Spark

ౕனሺৰ
ౙεӟഢ
ౕனչ೧Ԡ

೯೭ш

DBMSҢӟഢ
᪀ፐҢHTAP

ᳶʹאሕࣄᥟ
ࡲѣSQLி֫

᧤কַ
ᑻഞՇ
ౕன৮

᩹ᜄݖҢࡲDBMS
নᅺౕனᏚᄩ
ᰅшDBMS

ౕனҢࡲᓢ൭
Ңࢭᩲፉ
κ̶Х৮
ౕன᳅ज़ҙߤε
༱ౕனሕSaaS৮
ѾౕனᏚᄩᢱҸ౮൷
ӟഢݖDBMS
ౙࡲѣDBMS
Hadoopӟ६
ౕ͋னᏚᄩ
᪶ᩛౕனΟধ

κ̶ӟᐎࡽ
̭ϢᣜᏚᄩ
Hadoop SQLி֫
ࢮ൞DBMS
ର
ᙓ೯

೯೭
ᗢᕹ೯

ౕன᭖ज़ҙ
ౕனֶᢡՇ
ౕனধকַչ೧Ԡ
ౕனধԟࢴ

ໝໂᡪ
Ϟᥗ೯

ፚื
ၽ՛੮೯

ᅸ
ၨ೯

ಊ᱘
ܘЁ
2খά̪

2ᾘ5খ

5ᾘ10খ

图 3-12

ᧃ᩶10খ

ೲӵᅸၨ೯չᡤབྷຣ

数据管理产品周期图

（来源：https://www.gartner.com/newsroom/id/3809163）

3.5.3

SQL 从未离开

如前文所述，NoSQL 出现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大数据引起的集群化需求和希望通
过线性扩展能力获得更高的性能和可用性的需求。分布式、集群式 SQL 数据库的研究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有多个组织和公司开始了分布式并行数据库的研发，包括
Gamma、Teradata、Bubba 和 Tandem 等。Teradata 至今仍然是数据仓库市场的主力军之一。
目前主流的分布式 SQL 和 NoSQL 数据库都采用无共享架构（Shared-Nothing），威斯
康星大学 1984 年启动的 Gamma 数据库项目首先提出了该架构。该项目研究人员 1990 年在
IEEE 上发表论文《 The Gamma Database Machine Project 》，其中详细介绍了设计和评测报
告。其中提到的无共享架构、分布表（原文是 Partitioned Table，Partition 一词后来多用于表
示单机上的分区表，如根据日期分区，因而此处使用分布表一词）、副本、Interconnect、数
据流（Dataf low）、哈希关联（Hash Join）等至今仍是很多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核心。
2000 年后，在 NoSQL 流行前夕，一批新的分布式数据库厂商涌现出来。和 NoSQL 数
据库放弃 SQL 和事务等技术方向不同，这些厂商实现了支持 SQL、事务、ACID 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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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式大数据处理系统，主要以联机分析处理（OLAP）场景为主，包括 2003 年发布的
Netezza、2005 年发布的 Greenplum（当时叫 Bizgres，其 Postgres 基因一看便知）、2005 年
成立的 Vertica、2008 年提出的 SAP HANA（HANA 的早期前身系统更早）等。
针对联机事务处理（OLTP）业务的分布式 SQL 数据库系统也开始浮现。2007 年提出
的 H-Store 便是这种系统。作为一个学术型数据库，其开发团队成员来自于布朗大学、卡内
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系统设计由 Michael Stonebraker、Sam Madden、
Andy Pavlo 和 Daniel Abadi 操刀，阵容堪称豪华。H-Store 的架构和传统 RDMBS 架构区别
很大，它基于内存、只有 undo 没有 redo 日志且 undo 日志不落盘、单线程处理、不使用行
级锁和 latch 等。然而，这种系统也有其限制，如需要预先对事务进行分类和编译、不支持
交互式事务等。基于 H-Store 的商业公司 VoltDB 于 2010 年成立，提供企业级产品和服务。
其他类似的产品还有 ClustrixDB、CockroachDB 等。

3.6

集成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
用户对数据整合的需求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造就了数据库，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数据整合需求再现其强大的影响力，这次将催生集成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

3.6.1

数据类型

早期数据库主要面对业务数据处理（Business Data Processing）场景。这种场景下的数
据具有良好的结构，数据类型以定长数值类型和定长字符串为主。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产
生了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需求。
最早的非结构化数据为可变长度文本数据。尽管 SQL 标准支持 LIKE 操作符，但是其
性能很差。十年前常用的方案为，应用程序集成数据库和文本检索两类产品：应用数据存储
到数据库，文本数据存储到 Solr 或 ElasticSearch 之类的文本检索服务器上，保存数据时将
其中的文本数据定期或者实时地发送给文本检索服务器建立索引，查询时则需要在应用中对
两种系统的查询结果进行关联处理。这种方式复杂、易错、性能不高、数据独立性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数据库（例如 Oracle、PostgreSQL）实现了文本检索产品中常用的
倒排索引技术，大大提高了文本检索的效率。近几年，有些数据库开始支持一些高级的文本检索
特性，如 PostgreSQL 支持停用词、短语搜索、多种词干库和高亮显示等。Greenplum 的 GPText
产品组件则整合了 Greenplum MPP 数据库的特性和 Solr 丰富的文本检索特性，应用程序使用标
准的 SQL（而不用写代码）即可对文本数据进行高效的索引和查询，并且支持关联（JOIN）。
另一种常见的非结构化数据是地理空间数据。该领域知名的产品之一是 ArcGIS。其早
期产品使用 shapef ile 格式的文件保存数据，后来改用称为 geodatabase 的对象关系型数据库
存储空间数据，这是一种专为空间数据而优化的数据库。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也开始支持地
理空间数据处理，如 PostgreSQL 的 PostGIS 扩展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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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点、线、面等基本要素，支持几何地理数据、经纬度数据、栅格数据和拓扑数据等，支持
索引，还提供了 200 多个空间数据处理函数。此外，文本检索产品 Solr 和 Elasticsearch 等
也支持地理空间数据处理。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今，工业界和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如何支持嵌套数据或半结构
化数据，包括层级数据、网状数据、对象数据、XML 和 JSON 等。XML 数据库一度是最热
门的研究课题。然而，基于 XML 数据模型的数据库没有普及，最终变成了关系数据模型的
一种数据类型。基于 JSON 的文档数据库（例如 MongoDB）是最受开发人员欢迎的 NoSQL
数据库之一。JSON 作为数据交互格式和数据存储格式逐渐流行后，关系数据库也开始支
持 JSON 作为一种数据类型，使得开发人员不但可以享受关系数据库的所有优势，还能利
用 JSON 这种半结构化数据结构的灵活性。如，PostgreSQL 9.2 开始支持 JSON 数据格式，
2014 年发布的 9.4 引入了增强型的 JSONB，功能更强大、效率更高。
数据库还在持续加入更多的数据类型，如图（Graph）数据、多媒体数据等。Oracle 12c
包括了对地理空间数据、图数据和多媒体数据的支持。
与此同时，用户开始厌倦为不同的数据处理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系统，更倾向于采用
集成数据处理平台来处理企业的各种数据类型，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JSON、XML
等）数据、文本数据、地理空间数据、图数据、音视频数据等。

3.6.2

业务场景

目 前， 数 据 库 市 场 主 要 的 两 种 应 用 场 景 为 联 机 事 务 处 理（OLTP） 和 联 机 分 析 处 理
（OLAP）。联机事务处理场景下，只查询处理少量数据，时间很短；在联机分析处理场景下，
要查询处理大量数据，以读为主，通常时间较长，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为应对这两
种不同的场景，需要使用两种不同的数据库产品。企业通常使用 OLTP 数据库支撑交易型业
务；使用 ETL（抽取、转换、加载）工具将事务型数据库的数据导入 OLAP 数据库进行商务
智能分析，再根据分析后的结果调整交易业务。
2014 年，Gartner 的一份报告中使用混合事务分析处理（HTAP）一词描述新型的应用程
序架构，以打破 OLTP 和 OLAP 之间的隔阂，实现实时业务决策。这种架构具备显而易见
的优势：不但避免了烦琐且昂贵的 ETL 操作，而且可以更快地对最新数据进行分析。这种
快速分析数据的能力将成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器的发展导致大量的流式数据产生，相应地出现了专有的
流式数据处理平台，如 Apache Storm、Apache Kafka 等。近年来，很多数据库开始支持流
式数据处理，如 MemSQL、PipelineDB。有些专有流式数据处理平台开始提供 SQL 接口，
如 KSQL 基于 Kafka 提供了流式 SQL 处理引擎。
传统的高级数据分析工作使用 SAS 之类的专业产品完成。这些产品通常需要从数据库或
者其他数据存储系统中读取数据，然后进行计算（数据贴近计算）。这种方式效率不高，而且
由于内存的限制，数据量大时只能使用采样数据，准确度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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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内建了机器学习、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等算法库，可以在数据库内对存储的数据进行高
效的全量数据分析。例如，Greenplum 数据库的 MADlib 组件提供了超过 50 种数据分析算法，
包括回归、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决策树、主题建模、聚类、PageRank 和最短路径等算法。

集中还是分散

3.6.3

Michael Stonebraker 认 为， 单 个 数 据 库 不 能 处 理 各 种 应 用 场 景（one size does not f it
all），不同的场景应该使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技术。他指出，联机分析处理、文本处理、流数
据处理、科学计算等具有不同的特点，专有系统的性能将比通用系统性能高一到两个数量
级，因而不同的业务应采用不同的系统，类似图 3-13 所示（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OLTP、
OLAP 和其他场景市场份额大约各占 1/3，“其他”部分包含很多细分领域，由于场景差别很
大，每种场景需要专有的系统）。
就当前的用户需求和软硬件技术发展状况来看，集成数据平台将能满足绝大多数用户
的场景，只有极少数企业需要使用专有系统以实现其特殊的需求。比如，PostgeSQL 的性能
在使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8890 的单机系统上可达百万 TPS（Transaction Per Second，每
秒事务处理量），尽管某些专为 OLTP 优化的内存数据库可能达到更快的 TPS，然而有如此
大业务量的公司非常少。大多数用户将采用集成数据平台，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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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场景下使用的不同数据处理技术

OLTP

图 3-14

OLAP

集成数据平台的应用

集成数据平台有以下优势：
通过数据整合避免信息孤岛，便于共享和统一数据管理。

基于 SQL 的数据集成平台可提供良好的数据独立性，使应用能专注于业务逻辑，不

用关心数据的底层操作细节。
集成数据平台能提供更好的实时性和更全的数据，为业务提供更快更准的分析和决策。

能够避免各种系统之间的胶合，企业总体技术架构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数据导入 / 导

出等，易于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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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人才培养和知识共享，无须为各种专有系统培养开发、运维和管理人才。

集成数据平台也有其不足之处：
性能比专有系统逊色。

集成数据平台多是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出现问题时，分析原因较复杂。

数据集中存储和处理，权限管理复杂。

古人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用在数据处理领域也不为过。需求和
技术是一对矛盾，当这对矛盾缓和时，数据处理领域将更趋向于整合；而当这对矛盾尖锐时，
数据处理领域将趋于分散。就软硬件技术发展现状和当前需求来看，未来整合的趋势更为明显。

3.7

数据平台的选型
前面我们介绍了数据平台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了解其发展过程和趋势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选择适合自身的数据平台。
选型时首先需弄清楚企业自身的业务需求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避免杀鸡用牛刀或者蚂
蚁撼大象的情况。之后，对候选数据平台进行多维度考量。下面从技术角度列出一些大数据
处理平台选型的因素或原则以供参考。
产品成熟度：成熟的产品可以避免用户走弯路，避免企业做小白鼠、浪费各种资源

和时间。衡量一个产品的成熟度可以参考其付费企业级客户的数量和体量。通常，
经历过金融等高压 / 高要求行业核心业务验证的产品，其成熟度更可靠。另一个参考
指标是产品在本行业内的普及度。
开发和运维的复杂度：开发和运维在整个大数据平台生命周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其投入通常大于初期产品采购的投入。大数据处理平台越大，这一趋势越明显。对
于开发人员而言，写 SQL 等类自然语言通常比写分布式 Java、Python 代码更快、更
易维护。对于运维人员而言，良好的监控和管理工具必不可少。此外，自动化智能
运维工具开始出现，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标准兼容度：SQL 标准逐渐成为大数据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SQL 标准有很多版本，

对不同 SQL 版本的兼容度是衡量大数据系统的一个重要指标。很多大数据系统支持
一些简单的 SQL，但不支持很多高级 SQL 特性，如跨节点关联查询、子查询、窗口
函数、数据立方格（CUBE）、通用表表达式（Common Table Expression，CTE）等。
如果系统不支持这些特性，应用开发人员只能自己实现，既费时费力，又不利于重
用和维护。良好的标准兼容度也可以降低数据和产品迁移的代价。
核心技术特性：列出平台支持的核心技术特性，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评估。对于一个大

数据处理系统，可以考量其 ACID 支持能力、数据水平分布能力、并行查询执行能力、
查询优化能力、线性扩展能力、多态存储能力、资源管理能力、数据加载能力等。
跨硬件平台：是指大数据系统可以运行在各种硬件平台之上，不管是裸机、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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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云还是容器环境。由于不受限于硬件环境和平台，用户便可以保留选择适合自己
的硬件环境的权利，未来的迁移代价低，开发和运维人员不需要学习新的数据库处理
技术。硬件环境的普适性可以避免硬件平台的制约和锁定，为客户解决后顾之忧。
开放源代码：开源意味着透明，用户可以了解甚至评估代码风格、代码质量、代码

审核严谨度、开发人员的素质、项目进度、合作方式、社区活跃度等各个方面。了
解这些细节比仅仅听取销售的推销而购买一张刻录了代码的光盘更让人有信心。此
外，采用开源方案，不用担心后门问题，也不用担心被锁定。优秀的开源产品更容
易吸纳新用户，从而促进开源项目的发展。相对于封闭系统，围绕开源系统进行开
发更容易，同时有利于构建更好的生态。
完善生态系统：完善的生态一方面可以降低用户端到端的部署代价，另一方面有助

于生态内的各个产品的健康发展。
数据源和数据格式：如果企业和组织内部存在多种数据源和数据格式，则应考虑选

择支持这些数据源和数据格式的大数据平台。常见的数据源包括各种关系数据库、
Kafka、ElasticSearch、Redis、MongoDB、Hadoop、HIVE、HBase、S3、文件等。常
见的数据格式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XML、JSON、KV 等）数据、非结构化
数据（文本数据、GIS 数据、图数据等）。
高级分析能力：如果项目有高级数据分析或者机器学习的需求，则优先考虑内建了

高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能力的平台。通过内建高级分析算法到平台之中，而不是
抽取数据到业务应用或者第三方应用中再作分析，可以大大简化业务的复杂度，提
高开发效率，同时提高分析模型精度。从基于大数据的高阶数字化战略（详见第 2
章）高度出发，内建的高级分析能力更为重要。
扩展能力：当产品提供的特性不能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时，则要对产品进行扩展，

可扩展性是具有此类需求的用户考虑的一个因素。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高阶数字化
战略的企业对平台扩展能力要求更高。
在数据经济时代，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能力与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选择合适
的集成平台至关重要。读者可以参考以上方面选择出适合自己的大数据处理基础平台。
经过 15 年的发展，Greenplum 在以上各个方面做了非常精心的考量，成为一款值得信
赖的大数据处理基础平台。后面各章将会对 Greenplum 进行详细的介绍。

3.8

小结
本章以数据处理平台的演进历史和未来趋势为主题，着重介绍了三次整合的背景及影响：
机器整合：第一次数据处理的大整合是硬件上的整合。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企

业使用各种专用机器实现不同目的的数据处理，如使用加法机进行算术计算、使用
制表机生成报表等。电子计算机出现后，电子数据处理（EDP）逐渐取代之前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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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专用机器，实现了硬件上的整合。
数据整合：第二次数据处理的大整合是数据的整合。在数据库出现之前，各个应用程序

存储和管理各自的数据，造成数据共享困难和数据独立性差等问题。数据库实现了数据
的整合，各个应用程序通过数据库存储和访问数据，解决了数据共享和独立性的问题。
处理整合：第三次数据处理的大整合是处理的整合，其结果是集成数据处理和分析

平台。在数据平台出现之前，企业为不同的场景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造成了数
据孤岛。数据平台将提供集成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避免数
据孤岛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
现在，第三次整合快速发展。我们正处于这一整合的关键发展阶段，涌现出很多新产
品。企业决策者应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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