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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进阶！数据分析的统计学基础

2月份，当当新书热卖榜排名第2名

2015年2月上架，到9月底已经销售了过万册

受到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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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10/19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4月成立中国大数据交易所

• 2015年4月14日，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
运营并完成首批大数据交易。

•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预计在未来3年至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将突破100亿
元，预计将诞生一个万亿元级别的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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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召开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 5月26-29日，以“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安全与发展”为主题的
2015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在贵阳
举行。

• 马云、马化腾、阿南德、郭台铭、许罗德、周鸿祎等行业巨头
围绕“‘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安全与发展”发表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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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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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国务院印发大数据行动纲要

• 2015.8.31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
通知》发布，大数据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演讲提纲

大数据的概念与技术

大数据的思维变革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



“大数据”的诞生

2008年9月4日《自然》杂志社，推出的名为“大数据”的专
刊，创造出了“大数据”这个概念。



“谷歌流感趋势”把大数据推上风口浪尖

流感
爆发

搜索流感信
息的人数

实际患病
人数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要在流感暴发两周后才知道
 谷歌的大数据预测只需要一天



大数据的特征与趋势

数据来源：IBM

PB是大数据的临界点

数据间要有关联性

Volume (大量)

能够反应不断且更
快速到达的数据

Velocity (快速)

整合性收集与分析
更多元的数据

Variety (种类多)
50x

2010 2020

35 ZB
超过300亿
RFID 感应装置

全球80% 

数据为非结构

建立大数据来源的不确定与不准确的数据

的可信性 VALUE

Veracity(真实性)

1/3 企业领导者不信任用来作为业決策

的信息真实性

关键 –数据的可信性



互联网每天产生的数据

• 每天有：
– 1.72亿人登陆Facebook

– 4000万人登陆Twitter

– 2200万人登陆LinkedIn

– 2000万人登陆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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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一天产生的内容足够
刻满1.68亿张DVD光碟

百度每天的关键词搜索量50亿



大数据存放在哪？如何分析？



Hadoop大数据分析生态环境简介



大数据分析的位置



演讲提纲

大数据的概念与技术

大数据的思维变革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



“更多”——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

当数据处理技术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在大

数据时代进行抽样分析就像在汽车时代骑马一样。一切

都改变了，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数据，“样本＝总体”。

1. 小数据时代的随机采样，最少的数据获得最多的信息

2. 全数据模式，样本＝总体

3. 大数据的简单算法比小数据的复杂算法更有效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更多



“更杂”——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只有

5%的数据是有框架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的。如果不能接受

混乱，剩下95%的非框架数据都无法被利用，只有接受不精确

性，我们才能打开一扇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

允许不精确

纷繁的数据越多越好

混杂性，不是竭力避免，而是标准途径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更杂



目标：测量一个葡萄园的温度

广度：获得更广泛的数据而牺牲了精确性

1个温度测量仪--->精度

100个温度测量仪：数据可能会是错误的，可能会更加混
乱，但众多的读数合起来就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结果。

深度：为了高频率而放弃了精确性

每分钟测量一次，测量结果按照时间有序排列。

每分钟测量十次甚至百次的话，不仅读数可能出错，连时
间先后都可能搞混掉。

在很多情况下，与致力于避免错误相比，对错误的包容会

带给我们更多好处。

大数据的性质——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更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

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

•关联物，预测的关键

•“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改变，从操作方式开始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更好



汇报提纲

大数据的概念及技术

大数据的思维变革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之一
预测



大数据提升预测准确性

过去60年天气信息

820亿次分析
即时天气比对

成功预测

未来40天气象

上亿条社群推荐/讨论

语意与情感分析

准确率达87.6%

15%投资报酬率

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
防中心合作，以关键字
搜寻次数掌握流感

提前1天

掌握流感爆发关键



世界杯大数据预测火了百度



百度如何做到的

团队实力

主场效应

最近表现

大赛能力

博彩数据

做出预测结果通过爬虫等方法取得

机器学习

多源异构数据

数据来源

5年内全世界987
支球队的3.7万场
比赛数据

469家博彩公司的
赔率数据

赛事预测市场的数
据



百度预测：http://trends.baidu.com/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之二
营销:精准营销、整合营销、联合营销



电商巨头阿里大数据生态圈已经建立

数据分析为商业核心驱动力，打造以消費者为导向的盈利模式

• 消費者数据研究

平台，了解市場

购物趋势 淘宝

指数

电子商务大量交易数据
(交易量、点击记录、分众

偏好…) iSPI
指數

• 综合反映网络零

售商品/服务的一

般价格水平

• 提供商家数据

化营运支持
数据

魔方

数据

地图

• 围绕地图视角呈

现的可视化线上

交互产品

单日RMB 600亿营业额 每分卖4.8万件商品 超过 5亿会员数

2014光棍节创下世界纪录 总商品数超过8亿件 每日访客数为台湾人口三倍



传统制造企业耐克公司大数据战略

• 耐克凭借一种名为Nike+的新产品变身为大

数据营销的创新公司。所谓Nike+，是一种

以“Nike跑鞋或腕带+传感器”的产品，只

要运动者穿着Nike+的跑鞋运动，iPod就可

以存储并显示运动日期，时间、距离、热量

消耗值等数据。用户上传数据到耐克社区，

就能和同好分享讨论。

• 凭借运动者上传的数据，耐克公司已经成功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运动网上社区，超过1000

万活跃的用户，每天不停地上传数据，耐克

借此与消费者建立前所未有的牢固关系。

展示大数据采集



大数据能为Nike带来什么

Nike+：硬件、软件、社区的大平台



大数据带给Nike的是利润

消费者与品牌的黏性

尽管耐克的使命在卖出更多球鞋
但它还在跟你谈生活方式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之三
中国移动大数据



中国移动的大数据



内部的应用之精准营销

分析
•根据历史使用过的终端和交往圈中人用的终端,分析用户的终端偏好和消费能力；

时机
•根据终端的生命周期，合约机也有到期时间，确定换机时机；

推送 最后就是捕捉最近的特征事件然后通过短信、外呼、营业厅等渠道推送到用户手中。



中国移动的大数据对内部的应用

10086热线进行语义分析，
可以自动分析来话内容，
进行归类，

并识别其中的热点问题，
如果是网络、资费等可能
造成批量投诉的情况，还
可及时地预警。

分析话单和信令中用户的流量
在时间周期和位置特征方面的
分布

实现4G基站和WLAN热点的精
确选址

CBD白天配备多一些无线资源，
三里屯晚上配置多一些



中国移动的大数据对外部的应用

• 虽然大数据的外部性应用更加有趣，能发
展新的商业模式，但是有数据所有权、隐
私、体制等诸多因素，所以国内似乎目前
只有看到电信在将固网的一些数据用来做
RTB的互联网广告，除此之外看到的所有对
外的商业应用基本都来自国际运营商。



对外部的应用

景点舒适指数预测

•根据位置信令来分析景区用户数量，帮助旅游景区了
解游客来源、分布等信息

客流量分析

•帮助一些大的零售商分析顾客来源和各商铺、展位的
人流情况。



北京市旅游局景点舒适度预报



一则笑话--读懂未来的大数据应用
• 某必胜客店的电话铃响了，客服人员拿起电话。

• 客服：必胜客。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

• 顾客：你好，我想要一份……

• 客服：先生，烦请先把您的会员卡号告诉我。

• 顾客：16846146***。

• 客服：陈先生，您好！您是住在泉州路一号12楼1205室，您家电话是2646****，您公
司电话是4666****，您的手机是1391234****。请问您想用哪一个电话付费？

• 顾客：你为什么知道我所有的电话号码？

• 客服：陈先生，因为我们联机到CRM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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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笑话--读懂未来的大数据应用

• 顾客：我想要一个海鲜比萨……

• 客服：陈先生，海鲜比萨不适合您。

• 顾客：为什么？

• 客服：根据您的医疗记录，你的血压和胆固醇都偏高。

• 顾客：那你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 客服：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低脂健康比萨。

• 顾客：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吃这种的？

• 客服：您上星期一在国家图书馆借了一本《低脂健康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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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笑话--读懂未来的大数据应用
• 顾客：好。那我要一个家庭特大号比萨，要付多少钱？

• 客服：99元，这个足够您一家六口吃了。

• 顾客：你们把比萨送我家吧。你们多久会送到？

• 客服：大约30分钟。如果您不想等，可以自己骑车来。

• 顾客：为什么？

• 客服：根据我们全球定位系统的车辆行驶自动跟踪系统记录。
您登记有一辆车号为SB-748的摩托车，而目前您正在解放路东
段华联商场右侧骑着这辆摩托车。

• 顾客:当即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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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谁拥有数据，谁就是王者

数据越用越值钱

但没有数据分析师，王者也要摆地摊

未来是数据驱动的时代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