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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合 数据洞察 数据智能
Data Integration Data Insight Data Intelligence



大数据技术2025

大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 赋能

实体经济

智慧城市

社会治理

中国制造2025

预见未来、预则立不预则废、运筹帷幄



2005 2025

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大数据挖掘而采集

数据，而是商业自动化和社会治理导

致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是生产要素！

服务 产品



大数据挖掘技术的进化

大数据是社会科学的春天，洞察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规律

统计分析 大数据挖掘 深度学习



大数据挖掘技术的进化
大数据是社会科学的春天，洞察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规律

洞察力
Insight

预见力
predictions

行动力
actions



2005 2025

市场研究是服务经济，服务经济是价

值交付的，服务是价值交换，你没有

获得产品，你只是获得了它的功能和

价值！

服务 产品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数据科学让我们越来越多地从数据中观察到人类社

会的复杂行为模式。以数据为基础的技术决定着人

类的未来，但并非是数据本身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对可用知识的增加。



大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人类行为的93%是可预知的！



制定可靠的战略可以实现顺利实施，并使您能够更快地实现潜在的利益。

数据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立即获取数据和满足结构
以规模和速度解决复杂数据，以提供实时洞察



大数据技术一直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

• 跟踪技术的不断进步，营销将演变成更为复杂的领域，

具有准确的结果和较少的预测。

• 计算机将接管手动和劳动密集型任务。

• 大数据挖掘专业人员将成为决定公司运营的关键战略家。

• 数据的重要性，算法专业人士将会看到需求的增长。

• 公司将更接近客户，以便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

感知他们的需求并提供服务。



大规模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物联网、智能手机的“过剩”将形成新的信息空间

支付大数据、社交大数据、文娱大数据、地理位置大数据、消费购物大数据、传感器大数据



认知技术

1. 云计算 （IBM Watson）

2. API和爬虫技术

3. 用户画像

4. 社会网络分析

5. Big5 大五码性格模型

6. 数据可视化

7. 自然语言处理



认知技术正在成熟，更好算法将用于分析个体数据和人类行为。

IBM Watson、剑桥分析、BIG Five 个体性格、消费行为、价值观、需求理论



数据可视化

1. 实时大屏可视化

2. 决策驾驶舱

3. 舆情决策大屏

4. 智慧城市

5. 智能交通

6. 商业智能

7. 大数据指挥系统

左图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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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技术：云计算+API+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物联网+PaaS+商业智能

认知计算极大地增强了揭示人类见解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结构化，非结构化或两者兼有的数据中创建有价值的发现。



基于图像的对象侦测：深度学习



捕获更多消费者数据，更好算法将用于分析用户数据和消费者行为。

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视频、图像、语言、文字、声音等



基于视频的对象侦测：深度学习



我们需要教会机器，以产生合理的未来；数据需要教会机器，以产生合理的未来。

我们的参与将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





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技术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迁移学习、边缘计算加持大数据，赋能大数据算法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1. 人脸识别

2. 对象侦测

3. 自动无人驾驶

4. 语言翻译/语音合成

5. 自然语言处理

6. 图像/视频处理

7. 个性化推荐系统









所有事物都将被感知，连接和智能化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和大数据分析视为核心支持技术



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

1. 人联网

2. 车联网

3. 人机互联网

4. 智能家庭/建筑

5. 智慧农业

6. 无人购物

7. 社会传感器

8. 情感传感器

9. 人机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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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他们的预测分析需求转移到云端
增强的协作和灵活性以及降低计算资源的管理和配置的复杂性驱动



算法与建模

1. Python/R语言

2. 正则表达式

3. Jupyter Notebook

4. 监督类和非监督类

5. 机器学习算法

6. 自然语言处理

7. SQL/NoSQL

8. Hadoop/Hive

9. Scrapy爬虫框架



GDPR：数据主体应该完全明确地说“我同意”，“同意”且随时可以“不同意”
数据安全、数据隐私、数据确权、数据删除、数据遗忘、数据国界





大数据技术投资增加，“趋势可能会导致”组织之间的分歧加大。必须考虑到大数据挖掘的结果，这可能要求改变企业/政府的商业/管理行为。

更深入的大数据挖掘问题，以确保从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中获得最佳见解。



数据科学



基于图像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深度学习



网络科学



社会网络

1. 关系大数据

2. 社会网络

3. 社交媒体

4. 社会资本

5. 强关系弱关系

6. 小世界理论

7. 网络演化

8. 可视化技术

右图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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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凝聚子群体、成分、孤立点、结构洞、社会资本



空间地理科学



空间地理大数据

1. 地理匹配算法

2. 舆情决策大屏

3. 智慧城市

4. 智能交通

5. 商业智能

6. 大数据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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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地理大数据

1. 公共安全人流预警

2. 社区管理和网格化

3. 地理和行政规划

4. 人流和交通监控

5. 图像/视频处理

6. 传感器物流

7. 选址和位置服务

8. 智慧足迹



空间地理大数据

1. 实时在线可视化

2. 实时交通和线路规划

3. 城市网格化管理精细化

4. 热图和舆情

5. Web GL

6. GeoJson数据

7. 基础地理信息库

8. 地理信息API

9. POI数据采集存储



可视化技术





数学和统计 编程和数据库 商业和专业知识 沟通和可视化

数据素养：管理大数据流；技术素养：了解机器如何工作；人文素养：-沟通艺术和设计。终身学习将支持我们，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进化能力。

新人类：数据素养， 技术素养， 人文素养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得不同数据打交道。我们也是数据的一部分，不论我们想不想

与大数据牵扯到一起，数据都会找到我们，覆盖我们。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知识，寻找隐藏在大数据中的模

式、趋势和相关性，揭示社会现象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可能的商业应用前景，都

需要我们拥有更好的数据洞察力。

大数据是科学+社会+艺术的和谐统一！

《大数据时代》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未来不远，未来已经发生！

软件定义一切，数据驱动未来，算法统治世界



延展、开拓；融合、创新；聚合、共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