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简介 — 零售 CPG 行业
英特尔大数据支持 — 营销（CMO）
社交媒体营销仪表盘/消费者 360

英特尔和 Cloudera 携手 
改进企业社交媒体营销 
仪表盘并降低成本
英特尔助设计了一个可在移动设备上显示的大数据仪表盘， 
该系统在提高性能同时能够降低成本。

为何选择英特尔和 Cloudera

英特尔和 Cloudera 能够帮助用户轻松使

用 Apache* Hadoop*：通过独有的协作

方式，在开放标准基础之上，提供了性能

出色、高安全性的优质分发版本。由于我

们与整个生态系统的数百家厂商合作，基

于 Cloudera Enterprise 的解决方案能够

帮助用户避免受限于特定厂商，建立强大

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满足目前和将来的业

务需求。

• 针对软硬件进行专门调整的产品路线

图可加速创新，能够创造 Hadoop* 

的多个行业第一。

• 与数据中心领域的几乎所有提供商保

持紧密合作关系，可大大简化大数据

解决方案构建流程。

• 在推进行业标准发展方面表现卓越，

能够帮助用户避免陷入孤岛困境。

通过使用 Cloudera 创建关联客户行为

和社交媒体活动的营销数据湖，一家

国际食品加工公司 5 年内节省了 100 

万美元，并增进了其营销员工对客户

活动的了解。在公司内部利用它还可

以进行更有效地推广、向客户销售信

息并免除第三方信息整合费。

结果

• 公司 5 年内节省了 100 万美元

的软件开支。

• 公司员工可以访问内部的消费者

数据，从而制定出更出色的市场

营销计划。

• 市场和品牌经理可以针对客户对

市场营销活动的响应，快速获得

及时反馈。

• 信息的可用性更高，且获取速度

提高 48 倍。

• 公司可以控制自己的数据，并从

向客户提供的数据中获利。

• 公司无需购买昂贵死板的第三方

服务来过滤数据。

• Cloudera 可满足企业在安全、性

能和可扩展性方面的需求，并支

持企业轻松添加新数据源。

业务推动

随着报纸印刷业的衰落，传统优惠券

的发展也呈下降态势。由于仍然需要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力，许多企业通过

网络和移动应用与消费者互动。

公司的市场营销团队经常遭遇这样的

问题：

• 如何让市场营销活动更有效？

• 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获得竞

争优势？

• 如何继续建立品牌资产？

了解消费者及其不断变化的需求可帮

助解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对于支持部

门来说，建立全方位的消费者视图和

获得深入的消费者洞察是一项挑战，

获取完整的消费者个人资料并非易

事。公司必须收集其客户群尽可能多

的数据，并通过挖掘这些数据来了解

客户的需求、行为及其对营销活动的

反馈。

公司过去一直通过合作伙伴和外部营

销公司来获取市场和消费者洞察。等

待合作伙伴提供洞察限制了公司表

现。而且由于合作伙伴过滤了原始数

据，公司无法独立探索数据，以获取

隐藏信息。



公司与消费者直接互动的方式之一是

通过网站，这种互动方式可以让他

们创建消费者数据库。公司还可以对

广播和电视广告活动进行传统营销

分析，并对社交媒体数据（主要是 

Twitter 和 Facebook）进行点击量

分析。他们收集有关消费者的销售点

（PoS）交易数据，从而了解所购产

品与购买时间的关系，以及消费者在

交易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优惠券。

公司决定他们需要直接从与其产品相

关的来源开始收集数据。数据有多种

格式，需要通过分析获取洞察，并通过

一种可操作的简单方式将结果返回给决

策者。他们确定了以下使用范例作为整

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消费者洞察资料

• 消费者细分

• 消费者选择

• 营销活动响应建模

• 个性化推荐

• 媒体组合建模

• 需求预测

• 消费者终身价值

• 促销优惠券有效性

• 消费者体验

• 推动因素分析

• 竞争对手分析

• 定价分析

解决方案详细信息

公司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所有可能的数

据源。他们记录了内部数据源（如企

业博客）、来自内部数据库的 web 用

户数据、消费者 CRM 数据以及外部数

据源（如营销合作伙伴数据和社交媒

体数据）。

由于他们选定的数据有多种格式、频

率和来源，传统获取需要一个漫长的

工作流程：立即读取采集到的数据，

解析并重新格式化，然后存储在数据

库中。这一工作流程会减缓获取流

程，降低单位时间价值，使得添加新

数据源十分耗时。因此，公司需要

一款基于开源技术的安全容错解决方

案，从而降低成本（随着数据增长而

上升）。

为了解决公司确定的使用范例，英特尔

服务部与他们合作确定了多个工作流

程，设计了这些工作流程并进行编码，

以便获取数据、清理数据、将其与现有

数据集进行关联并执行分析任务。并

输出的结果具有多种格式，如第三方厂

商可能会收到一张针对目标广告或促销

活动的精选客户列表。

公司的决策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查看结

果。通过使用 D3JS 库，英特尔创建

了一个基于网页的仪表盘（图 1），

可以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

备上显示图形和图表。网页应用支持

用户深入查看数据。例如，通过查看

社交媒体分析，用户可以确定影响客

户情绪的推文。

图 2 显示了客户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部

署的生产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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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窥镜仪表盘。通过使用 D3（数据驱动型文档）JavaScript 库，英特尔创建了一个仪表盘，

它能够在移动设备上和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上一样运行。分析师可以从社交媒体获取有关产品

的 3 至 14 天的实时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即时跟踪各种变化。

Latest 3 Days Latest 14 DaysApr 1, 2015 - Apr 3, 2015
Data updated: Apr 3, 2015

WHERE are people posting about 
my brand?

WHICH networks drive my brand 
activity?

WHEN is my activity highest or 
lowest?

WITHIN my activity, which posts 
drove most engagement?

WHAT words are most used in my 
brand conversation?

HOW engaged are my brand’s 
fans/followers?

1. Instagram - janet babbo
Awesum dinner with ♥ @babbo...

2. Twitter - bobble_ted
A craft beer is a must with this...

3. Instagram - Kate Kastle
Fixed my midnight #foodcraving...

4. Instagram - Grammikid
Ready for something 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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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era Enterprise

考虑到对灵活性、大型数据集存储和安

全性的需求，公司将用于获取数据的读

时模式架构视为支持目标的唯一方式，

从而淘汰了传统数据库解决方案。

图 2 客户的生产集群。若要从各种数据源挖

掘洞察，公司首先需要为所有数据创建一个

安全的企业数据中心。这使得分析师可以创

建和培养分析模型，从而挖掘有关其业务的

新洞察。

公司对几个开源选项进行了评估，

最终选择了可满足大量业务需求的 

Hadoop。除了灵活的读时模式和能

够处理各类数据以外，其标准功能集

可满足大量的数据管理需求。此外，

由于对 Hadoop 的广泛社区与商业支

持，它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可作为

企业内的主流应用。

公司从诸多 Hadoop 分销商中选择

了 Cloudera Enterprise，因为它提

供最安全的企业就绪型 Hadoop 发行

版。公司特别感兴趣的是，Cloudera 

是唯一一家允许他们对磁盘中的数据

进行加密并限制 Hadoop 生态系统内

的数据访问，从而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PII）的分销商。此外，Hadoop 生

态系统还可提供使用 Sqoop 和 Flume 

处理数据的工具、数据清理和准备工

具（如 Pig）以及通过 Mahout 和 R 

等分析库来分析数据的工具。

总结

通过更深入地了解客户活动，公司的

营销活动有了很大改善。此外，他们

预计 5 年至少可节省 100 万美元，这

主要得益于控制其数据并在公司内部

保留这些数据。英特尔确信这一计划

不会使他们减少功能。事实上，英特

尔为其创建的仪表盘为他们提供了链

接客户行为和社交媒体活动，以及监

控广告和品牌市场活动的实时工具。

英特尔希望为您的业务提供同样的 

帮助。

Cloudera 的亮点

通过提供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即一

个构建在 Apache Hadoop 上的企

业数据中心，Cloudear 正在彻底

改变企业数据管理。Cloudera 向

企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地方来存储、

访问、处理、保护和分析所有的企

业数据，帮助企业扩展其现有的投

资的价值，同时又提出完全创新的

方法来从企业数据中提炼价值。

Cloudera 的开源大数据平台是全

球范围内采用最广泛的平台，而

且 Hadoop 是对开源 Hadoop 生

态系统贡献最大的供应商。作为领

先的 Hadoop 专家的培训机构，

Cloudera 在全球累计培训了超过 

40,000 位学员。超过 1,900 个 

Cloudera 合作伙伴和 Cloudera 资

深专业服务团队帮助客户更快地

获取价值。最后，唯有 Cloudera 

能够提供前瞻性的，预测性的支

持，以确保企业数据枢纽无忧地运

行。众多不同行业领先企业和顶尖

公共组织都正在全球范围内采用 

Cloudera 作为实际生产平台。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loud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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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忠诚度

购买路径

洞察

营销活动效果 逻辑回归

区域趋势

目标消费群管理品牌观点

目标品牌转换集中区域活动目标个人客户

智能操作

随机森林

K 均值

社交媒体呼叫中心 CRM 企业博客

企业数据中心

分析模型

数据源

结构属性 逻辑回归

卡方自动
交互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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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希望与您接洽，确定您的要求，满足您的目标。

• 加快价值实现速度：实现实时成本节约，及时响应市场趋势，并不断推动

创新。

• 保护大数据：部署可持续的大数据计划，确保您的企业或您不会遭遇风险。

• 维护控制：与能够为您的团队提供培训的合作伙伴合作，成为自给自足的

企业。

• 提高业务潜力：创建并执行一个能够帮助您适应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计划。

Hadoop 选型指南

集群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CPU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3

存储（TB） <72 TB 72 至 570 TB >570 TB

节点数量
主节点 2 至 3 个 4 至 7 个 ≥8

从属节点 <12 12 至 95 个 ≥ 96

内存（GB）
主内存 64 GB 128 GB ≥256 GB

从属内存 48 GB 96 GB ≥128 GB

网络 1 Gbps 10 Gbps 10 Gbps

硬件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负载。高存储密度集群可能使用 4 TB JBOD 硬盘配置，计算密集

型集群可能使用更高的内存配置进行配置。

联系我们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 

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Hadoop-services@intel.com

Intel.com/bigdata/services

本文引用的结果基于英特尔及其客户执行的研究和测试，仅供参考使用。

在特定系统中对组件性能进行特定测试。硬件、软件或配置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请进行多方咨询，以评估您考虑购买的系统或组件的性能。

关于性能及基准数据的更完整的信息，敬请登陆：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

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www.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情况各有不同。英特尔

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削减。

如欲获得本文涉及的带编号的文档复印件或其它英特尔文献，可致电 1-800-548-4725，或访问英特尔网站：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英特尔和 Intel 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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