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g Data Discovery: 

简简单单的五步就提升大数据的价值 

  “大数据”有时候又被称为“大挫折” 

越来越多关于大数据的讨论都在宣传能重塑行业，加速改革和创新。从医疗保健到零售金

融服务，然而和数据天天一起工作的人们却讲述着不同的故事。确实，我们今天能获得的

数据越来越多，但是数据的“混乱”，让我们还不清楚如何提取隐藏在信息漩涡中的宝贵

财富。即使公司清楚，这个过程同样十分繁琐，费时且对高技能专家过分依赖。 

那么，大数据究竟是事实还是炒作？它真的能帮助企业转化为竞争优势，或者是它只是一

个目前过热的题材和营销噱头呢？ 

答案是，大数据是实实在在的，但它也已经过度炒作。针对大数据的市场已经非常混乱，

同时很多组织一直在努力收集，存储，准备，查询和分析数据，更不用说从中得到有价值

的见解。正如 Forrester 研究公司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大数据的华丽说辞已经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显然，我们是时候需要一个新的方法了。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 Hadoop 数据可视化窗口，正是一个革新的平台能通过

一个明确的和快速的方式消除了所有这种混乱。运用可视化分析功能，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直接利用 Hadoop 来将原始数据通过五个简单的阶段（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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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的热情 

在很多企业看来，大数据和 Hadoop 手牵手走在一起。通过 Apache 的开源软件

架构，我们能存储和分析包括许多类型的格式的惊人信息，包括如机器日志，传

感器数据，地图，文本和舆论等。凭借其开源的软件和廉价的硬件，Hadoop 已

经迅速成为处理大数据中的救世主，企业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获得大数据中的

价值。基于 Researchbeam 的分析预计全球 Hadoop 市场将从 2012 年的 15 亿美

元扩展到 2020 年的 502 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 58.2% 

 

在挫折中摸索 

尽管有理由赞誉在 Hadoop 上的持续投资，但是获得真正的分析和见解，从技术

仍然是一个挑战。其中有几个原因： 

 

+ 凌乱的数据 

尽管大数据是诱人的概念，在现实中许多数据是凌乱的，包含了大量没有被设计

理解，质量参差不齐的数据集。因此，企业的数据科学家常常花费高达 80％的

工作时间与所述数据摔跤而不是产生新的业务洞察力。 

 

+ 麻烦的传统工具 

传统的商业智能工具，很容易被 Hadoop 中的多样化、海量和快速变化的的数据

搞得不堪重负。这些工具是面向数据整齐化的世界，如数据仓库。其中基于的概

念和业务场景是，用户知道他们想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传统的工具，不允许

自由探索，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些从来没有人想过要问过的问题，这是大数

据分析的痛点。 

为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公司正在转向新兴的针对 Hadoop 的解决方案，然

而，这些工具缺乏的端至端的功能来将原始数据转化成分析功能。因此，分析师 

经常需要登录和退出不同的工具，扰乱他们的工作流程和抑制我们对大数据探索

的灵活性。 



 

+ 数据技能差距 

与 Hadoop 中的数据一起工作的专业工具需要高度技巧，训练有素的数据科学家。

麻烦的是能够处理大数据，包括统计，编程，SQL，ETL 并具有行业领域知识的

人很难寻觅。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到 2018 年仍然将有 14 万〜18 万的数据科学家职位人才

缺口，难怪 37%的埃森哲被调查者说他们缺乏人才来持续不断运行大数据和分

析。 

同时，公司的传统分析师们常常留给冷眼旁观，无法与数据科学家进行合作。总

而言之，这是一个较难解决的人力资源问题。 

+ 价值受到怀疑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实现大数据价值的路径，即使公司相信大数据能带来变革，

但是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去实现。在投资回报为重点的现实世界，这将对在大

数据技术上的投资难以自圆其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看上去更像是概念的炒作。当然，很多报告中的华丽

文字和有关大数据的文章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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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五步从数据到业务洞察力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旨在消除阻碍了大数据分析的问题。 

通过它，企业终于能够利用自己的在 Hadoop 中的原始数据以提供 

显而易见的商业价值。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通过五个步骤来为我们提供价值：

查找，探索，转换，发现和分享。 

 

+ 查找：定位相关数据 

例如业务分析人员想要提高营销活动的结果都会有很多潜在的数据进行筛选，客

户的购买行为数据，忠诚度计划的细节，呼叫中心的投诉等。然而，确定哪些数

据是及时，可信而且和我们想研究的业务问题有关并不容易。 

使用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直观界面，分析师可以浏览所有在 Hadoop 集群中的

原始数据，并快速识别数据的情况和之间的相关性。查找数据的过程和网上购物

的体验一样简单。 

 

 

+ 探索：了解数据状态和潜力 

了解数据的潜在价值，消耗了大量的分析师的时间。举例来说，一位汽车制造商

的分析师在寻求简化其制造过程的探索中可能会面对很多有关发动机的制造过程

的报错信息，从而断开了找到相对较差的预定产品发布时间和零配件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显著加快数据探索的过程。分析师可以对最有兴趣的数据

属性进行其他信息的相关潜力排序。此外，分析人员可以方便地尝试与不同数据

的组合来了解其中的相关性，这样他们就可以迅速地确定这些数据集是否值得更

多的关注和分析。该系统还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获得数据质量和其他关键要素的句

柄，数据准备的时间，让我们节省大量在潜力有限的项目上浪费的资金。 

 

 

+ 转换：直观，用户驱动型数据处理 

通常情况下，在 Hadoop 中的数据在进行分析操作之前它需要准备处理。借助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分析师能使用一个直观的类似电子表格的方式来改造大

数据分析中的数据使用。同时，数据可以被进一步丰富化来推断埋在原始数据中

的位置信息、语言、主题和情绪。而不是在数据准备中花费 80％的时间，分析人

员可以快速将大数据量的大数据信息，使其可用于整个企业，释放他们的时间并

用于更多的分析过程。 



 

  

+ 发现：图形可视化释放大数据创造力 

发现大数据洞察需要创意，这也正是很难招到外部的人员或者内部培养。借助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企业可以借助其自动数据混合，丰富的交互式数据的

可视化展现模式，帮助分析师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数据，并从他们的分析人才中

获得更多业务启示。 

例如，如果一个电信分析师想要找客户流失和什么相关，他可以使用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以混搭或加入不同的数据集。这将揭示一个全新的视角;例如，

它可能显示使用某手机客户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常常流失，其中相关的潜在情况

是技术故障导致顾客账户的服务被中断。 

数据还可以通过过滤与关键字搜索和引导的导航，提供用户在如今越来越多的

类似在线消费的体验，从而将需求更好的和复杂的企业技术进行连接。 

 

 

+ 分享：驱动协作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通过使平台中发现结果的共享，来实现大数据分析民

主化的承诺。让信息立即可成为企业协作和集体探索的焦点。 

整个团队可以共享项目，书签和快照的画廊，使他们合作和迭代。分析师，同

时，可以发布数据转化和数据富集结果并返回给 Hadoop，确保他们工作完成来

提升数据价值最大化。 



 

  

更好符合整个数据生态系统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发现不仅解开大数据的分析功能，它也很好的保留客户

现有的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和企业已有的技术生态系统很好协同工作。 它同时

能和访问 Hadoop 的其它工具集成，例如先进的统计工具（Oracle R for Hadoop），

商业智能工具（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或其他 Hadoop 上设计开发的数据产品，如（Pig, Hive or Oracle 

Big Data SQL）。 

因此，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 消除了许多技术壁垒，充分利用客户 Hadoop 最大

规模和性能，而在同一时间与更广泛的大数据生态系统整合。 

 

 

+ 大数据：最终实现价值所在 

企业领导者必须理解大数据的爱/恨关系。 虽然谨慎于过多的炒作，他们也都清

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成功依赖于它。高管约有 79％的人表示不采用大数据将使

公司有可能有失去其竞争地位的风 

险，根据埃森哲调查。这些高管预计在未来五年大数据来影响他们的业务战略的

多种方面（见图 2）。 

潜力转换 

 最大的影响 前三位的影响 

影响和客户的关系 37% 63% 

重新定义产品开发 26% 58% 

改变我们的组织运营的方式 15% 58% 

使得企业更多以数据为中心 8% 48% 

优化供应链 9% 47% 

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业务的方式 5% 27% 

 

图 2                                                  源自：埃森哲 



 

 

 

幸运的是，现在有一种方法能从大数据的炒作，快速实现大数据价值。借助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企业可以快速地将原始数据转换成可操作的见解，

而不只对专业人才的进行依赖。它们可以扩展大数据价值给企业更多的人，

创造整个团队集体工作来发现洞察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扩展他们现有的工

作人员分析的专业知识。总之，通过 Oracle Big Data Discovery，企业能拥有一

个平台，可以使自己通过大数据来拥抱分析，并使用新的见解，发现隐藏在

大数据中的业务规律，迅速决策做出战略和改变游戏规则，保证企业未来的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