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数据到行动
英特尔数据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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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当我们回头看 21 世纪 10 年代时，我们很可能将其称

为分析时代。

这是一个好消息。分析是所有行业转型的机会，它为 IT 部门提

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帮助他们创造更大的业务价值。

IT 部门可通过一个新的数据驱动镜头帮助了解每个业务活动的

技能、工具和洞察。做出正确的投资和决策可以提高盈利能力，

带来更优质的产品，帮助确定需要扩展的领域。

当然这些不可能在一天内实现。这些技能、工具和洞察都需要耗

费时间和精力来创建。

这份特别的报告专为帮助您加速这一流程而设计。首先，作为一

家大企业，我们通过分析完成试验和纠错工作；其次，我们的咨

询和产品团队与各个行业进行合作，包括金融、零售、制造、农

业等。随着各个部门尝试了各种技术、应用堆栈和方法，我们也

获得了更深入的洞察。

在本报告中，您将看到与我们合作的一些智能企业的首席信 

息官、首席技术官以及其他人提出的同行观点，包括 AOL、 

Booz-Allen Hamilton、Chevron 和 EMC。

我们的一个试点项目取得了成功，帮助提高了一个复杂计算网格

（我们用于测试新的芯片设计）的效率。基于这个项目的经验，

我们在 2011 年创建了高级分析实践。该项目帮助我们了解到如

何更好地与业务部门合作，如何对快速增加的项目请求列表进行

优先级划分。

英特尔的另一个大项目是使用大数据去销售团队更好地确定销售

线索。这一项目提高了我们在杂乱数据中寻找有用信号的能力，

并教会了我们如何将宏伟的计划分解为易于管理的小计划。

总之，这些和其他分析项目在 2014 年为英特尔带来了 3.51 亿

美元的额外收入。今年我们将获得更多收入。我们正在学习、改

进并与人力资源合作伙伴合作一起，通过智能培训和招聘提升我

们的分析能力。

本报告不仅介绍了如何创建架构，如何构建分析能力，还介绍了

如何建立一家能够快速响应分析数据结果的企业。我们从本报告

中学习到了重要的经验。

您还将找到有关安全性思考的介绍，并获得英特尔首席数据科

学家 Bob Rogers 关于如何辨别一个问题是否超出企业当前能力

的指导。

最后，我们还将分享一系列展示分析如何改变行业的案例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激发您批判性地思考如何优化自身业务。

分析革命已经开始，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用于收集数据的传感器

和其他系统还是新产品，尚未广泛部署。我们用于存储和筛选

数据的技术（如 Hadoop）仍是新兴技术，许多 IT 专家尚不熟

悉。未来几年我们将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学习。但毫无疑问，这

是一个使 IT 部门更具创新性、更高效且更成功的机会。英特尔

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也希望有机会与您合作。

认真阅读本报告中的见解，让我们携手继续前进。

要点综述
为何每位首席信息官都应将分析置于首位
Ron	Kasabian，数据中心事业部副总裁兼大数据解决方案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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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据 
驱动型企业
企业如何将决策的核心 

放在分析力上

如果贵企业不具备使用数据的技能和意

愿，那么收集多少数据也无济于事。以下

是一些我们在与数百家企业合作过程中学

习到的一些最佳实践，可帮助您建立一种

能让分析项目真正落地的文化。

与很多公司一样，能源巨头企业雪佛龙有时也很难找到成熟的数

据科学家。因此，该公司去年开展了一场问题解决竞赛，以便找

到隐藏在其 64,000 多名员工中的潜在分析师。

雪佛龙向对分析有兴趣的约 350 名员工宣传了该竞赛，并召开

了一次介绍该竞赛的电话会议，该竞赛要求参赛者预测一些事

物，例如储层的产油量或特定时间的石油成本。

该竞赛（现为年度公司活动）的获胜者中有一位女士拥有统计

学背景，但却从事供应商管理职位。她从此便成为了 “分析明

星”，雪佛龙高级分析卓越中心负责人 Margery Connor 如是

说。“如果没有这场竞赛，我们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她的这项

技能。”

多年来，总部位于加州圣拉蒙的雪佛龙已经转变成了一家数据驱

动型企业，优先考虑整个企业的分析和运营研究。

4 月，雪佛龙得到了一个分析专业人士协会 — 运筹学和管理学

研究协会的认可，荣获了年度 INFORMS 大奖。该协会特别赞扬

了雪佛龙采用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该公

司降低了材料成本，回收了资源并实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运营。

各种规模的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推出自己的分析程序，通常目标

相似。IDG Enterprise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中，已部署

或实施分析项目的企业数量增加了 125%。参加调查的许多企

业表示，他们预计分析项目能够提供有关客户行为、销售模式或

产品质量的策略定义洞察。

要点

1 个人和团体的目标对于 

构建数据驱动型企业至关重要

2 具有分析思维能力的员工 

与拥有特定技能的员工一样有价值

3 持续培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需要庞大的预算

https://www.informs.org/About-INFORMS/News-Room/Press-Releases/2015-INFORMS-Prize-Chevron-Press-Release
http://www.idgenterprise.com/report/2015-big-data-and-analytics-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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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k 表示：“您可以衡量他们的判断” 以及是否胜任特定职位。 

“例如，他们是否使用统计分析来了解一个模式是否形成了合理

的改变？” 进一步评估候选者的工作样本可帮助她 “确定其编写

的代码质量以及运行的统计分析是否合适。”

Borne 建议寻找提倡终身学习并展示出能够接受改变的员工。

这些特质往往非常符合数据驱动型项目。

他表示，在 Booz-Allen Hamilton，“我们为希望成为数据分析

家或学习数据分析技能的员工提供内部培训。培训课程总共近

一年，每周一小时；若要获得培训资格，员工必须通过数学和

编程测试。”

构建数据驱动型文化

数据驱动型文化能够为整个企业的数据收集者带来回报。这一文

化的领导者通常是希望了解数据含义、建立一种包含数据分析的

决策结构以及基于分析制定计划的高管。

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只

是常见行为的形式化而已。

例如，雪佛龙推出了一项培训计划，该计划使用真实数据和业务

部门员工面临的实际问题。

她表示：“大部分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会碰到很多数据。这些数据

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在培训计划中使用的数据。”

雪佛龙为培训参与者提供了可使用算法给出答案的分析师。这种

实用的培训方法能够磨练员工适应业务挑战以及确定数据如何帮

助克服这些挑战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可以进一步规范这一流程。

履行这一承诺意味着寻找、聘用和培养有才华的数据分析师。而

这仅仅只是开始。建立数据驱动型文化不仅需要培养接受过分析

相关培训的专门集团员工，还需要整个企业（包括每个职能部门

和业务部门）的决策风格发生转变。

Booz Allen Hamilton 技术咨询首席数据科学家 Kirk Borne 表

示：“数据驱动型文化意味着根据证据得出结论，而非根据薪水

最高人员的意见。” 如要建立一种经常作出以数据为中心的承诺

的文化，一家公司的员工必须根据所有可用的相关数据作出决

策，而非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

检测数据驱动型候选者

分析学科已经存在几十年，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它是较新的领

域。没有多少计划能够培养出适合这一工作的候选人，即使是处

于职业中期的专业人士，也不一定参加过必要的技术培训。

英特尔人才信息与分析负责人 Alexis Fink 表示：“筛选候选者确

实更具挑战性，我们不能按照毕业的大学来筛选。”

好消息是，您不必局限于寻找经过全面培训的候选者。贵公司中

可能有许多接受过良好培训且拥有适当工具的员工可以帮助将贵

公司转变为数据驱动型企业。

但 Fink 表示，有实力的分析候选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数字和编程

技能。优秀的候选者会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处理数据。

Fink 表示 “大部分人使用数据的方式就像醉汉使用路灯一样，将

其作为支撑而非照明。” 一个数据驱动专家会从问题从手，使用

科学的方法寻找揭示正确答案的数据，而非有选择性地寻找数据

来支持现有看法。

为了帮助确定某人是否采用了这种方法，Fink 提倡使用 “一个项

目组合评估模型来评估员工解决数据分析问题的技能。” 例如，

通过了解候选者作出改变的项目，她可以对他使用技术解决难题

的方法进行评估。

“数据驱动型企业 
意味着根据证据 
得出结论。”
— Kirk Borne

雪佛龙荣获 INFORMS 分析与运营研究卓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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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龙还进行了一次正式的项目审查，将预测与结果进行了 

对比。

Absher 表示：“高管期望完成分析工作并提出这些问题，这会

为整个雪佛龙设定期望和基调。”

Borne 表示，如今的大部分企业正在逐步构建一种以数据为中

心的文化。对于那些刚刚开始的企业而言，他建议寻找一个具有

良好盈利机会的分析项目。

例如，一家咨询的金融服务公司 Borne 就决定搜索其 web 分析

日志，寻找客户正在考虑投奔竞争对手的迹象。

Borne 回忆说：“他们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个信号”，包含 “许多

价格比较信息。他们采用非常柔和的 ‘客户服务’ 回应方式，邀

请客户查看公司的一些新产品或提出帮助客户解答问题。” 一

个季度后，“他们预计在潜在流失客户方面为公司节省了 1 亿

美元的成本。”

一家小公司可以体验到相同的影响，但收益小一些。随着分析项

目提供价值，可以逐步构建支持更多数据工作的文化和流程。

在其他以数据为中心的策略中，雪佛龙实施了一项针对整个公司

的规定，即每个超过特定金额（美元）阈值的项目建议书都必须

包含特定类型的分析。

雪佛龙战略计划、服务和控制总经理 Amy Absher 表示：“您必

须证明能洞察出数据或经济假设中包含的不确定性。资金分析依

赖于洞察能力。”

对于雪佛龙的大项目，Connor 表示：“一个由来自整个公司的

代表组成的独立集团会介入并了解我们正在制定的决策、我们考

虑的备选方案以及各种不确定性，以确定我们是否在继续发展之

前进行了广泛评估。”

“大部分员工在日常 
工作中会碰到很多 
数据。”
— Margery 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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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四天，Duncan Wilson 骑着他的白色杜卡迪 899 摩托车穿

过拥挤不堪的伦敦街道，行驶 8 英里来到其位于帝国理工学院

的办公室。

当他穿过海德公园时，安装在维多利亚出口内公用设施箱上的传

感器将检测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水平。伦敦最近部署

了近 80 台这样的设备，以帮助该城市确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或

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并更好地了解如何打击雾霾。

负责该项目（名称为感知伦敦）的一位英特尔研究主管 Wilson 

表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全部位于各主要路口和交通路线。我

们正在监控公园，以便保护这片绿地。”

感知伦敦是英特尔可持续互联城市研究机构、帝国理工大学、伦

敦大学学院、未来城市发展机构（Future Cities Catapult）以

及伦敦市议会成员之间合作开展的一个项目，是全球使用物联网

来处理气候变化和资源紧张等问题的诸多项目之一。从基层工

作到政府、企业、学术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宏伟事业，这些项目

涉及广泛。

在巴塞罗那，当垃圾箱装满时，箱中的传感器将向垃圾收集服

务发送警报。在圣迭戈港，工程师在 HVAC 系统中部署了传感

器，以帮助减少能耗并为日趋严格的国家规定做好准备。

智能城市项目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数据和来自数据的洞察可以带

来更好的思路、决策和成果。

感知伦敦项目的伦敦恩菲尔德镇议员 Alan Sitkin 表示：“我们坚

信信息就是力量，她是获取如何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而且信息

可以提高人的认识，并以此改变人的行为。”

感知城市变化
城市进入物联网时代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 

城市依靠新兴的分析和互联设备来 

保持增长。英特尔为此与全球数十 

大都市的政府进行了密切合作；以 

下是智能城市迁移领域中一些领先 

城市关于部署物联网的经验分享。

要点

1 伦敦和都柏林正在部署网络传感器， 

以便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城市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2 这些城市是首批试验如何在整个城市中 

高效部署物联网系统的城市

3 智能城市项目为了解传感器应用、物联网的强大功能、 

数据准确性需求和企业合作等问题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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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洪水

距离伦敦西北部近 300 英里，英特尔去年 4 月与都柏林市议会

签署了一项协议，双方将创建一个城市网关传感器网络，并获得

跨行业、学术界和政府开展的类似物联网协作。

都伯林市议会的智能城市协调人员 Jamie Cudden 回忆道：“我

们内部最初与运营人员花费了很多时间询问 ‘我们可以考虑的重

点领域有哪些？’ ”，“我们面临着洪水问题。”

温暖的北大西洋暖流一直使爱尔兰保持温和的气候。一位维多利

亚时代的诗人曾这样描述那里的雨：像欢迎随时光临般温暖，像

爱尔兰人的笑容般温柔。

气候变化意味着爱尔兰空气目前的含水量比 1890 年高大约 

4%，这导致了肆虐整个爱尔兰东部的 “怪兽雨季”。

都柏林物联网演示器的英特尔人类学家和项目负责人 David 

Prendergast 博士表示：“雨季洪水不仅会将街道变为河流”，还

会 “导致河流漫坝、排水系统负担过重和地下室公寓的水灾”。

都柏林消防和应急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期间，洪水就给都柏林带来了 6100 万欧元

（8500 万美元）的损失。

通过其智能城市计划，都柏林正在努力做好准备。

Cudden 表示：“在雨水和河流水位监测传感器方面，我们发现

许多 [城市] 工程师已经非常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寻找和试用

新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孤立无援的。” 河流管理人员和

水渠管理人员的合作方式非常有限。

伦敦空气

伦敦的土地面积为 607 平方英里，拥有近 250 万辆车和卡车。

在这些车辆中，超过 30% 使用柴油作为燃料，这些车辆排放的

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比使用无铅汽油的车辆多得多。这些污染物与

伦敦 2010 年过早死亡的 9,500 人相关，其中一些污染物近期

的测量结果高于北京。

全面监控伦敦空气目前是不可能的。因此，项目组决定将感知

伦敦项目的重点放在除海德公园的三大战略位置 — 伦敦塔桥，

该地每天三次、每次有几分钟汽车不能通行，因为需要抬起桥

面供船舶通过；大象城堡 — 该地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氮氧

化物吸收涂料；恩菲尔德北镇 — 该地夹在两条不堪重负的旧路

之间。

Wilson 表示，对于恩菲尔德地区，“我们在一个月内设立了一个

项目。”

传感器捕捉数据，现场的片上系统网关实时处理。随后网关将数

据发送到云，云为应用提供了灵活、可扩展的处理基础设施，可

将数字转化为有意义、可操作的信息。

然而，它并非没有问题。触感器及其外壳的位置、温度、湿度和

风是导致数据不准确的一些因素。

为了帮助弥补，ICRI 团队与伦敦的三家高保真空气质量站一起

调整了其传感器。添加至这些网关的算法可帮助调整数字。

Wilson 表示：“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关于电化学传感器本身的性

能知识，并且我们一直在更新用于处理数据的算法。一种物联网

方法是将数据发送到云，而我们也在研究边缘处理，也就是将转

换后的数据发送到云。”

Wilson 表示，从捕捉的数据中消除干扰数据的优势在于，云中

不会充满无意义的数据。那些无意义的数据在离开网关处理器之

前就已经过滤掉。

“我们在一个月内 
设立了一个项目。”
— Duncan Wilson

空气污染监测盒的内部

http://www.smartdubli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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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den 表示：“除非能有效应对，否则所有这些数据流都没

用”。Cudden 设想了一个基于传感器的系统，它能够提醒工

作人员疏通下水道排水管、移动车辆并在大风暴之前通知地下

室公寓居民。

智能城市的未来

虽然都柏林和伦敦的大规模计划在构建物联网基础设施方面取得

很大进展，但纽约大学的交通政策与管理鲁丁中心高级研究员、

智能城市作者 Anthony Townsend 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进步仅

仅是开始。

他预计城市基础设施最终将支持由市民主导的项目。Townsend 

设想，政府代表、教育和幼儿服务正在被这些口袋中和墙壁上的

智能小设备所改写。

为何不呢？随着智能手机变得无处不在，人们获得了边缘处理

的能力。

他表示：“它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件好事。这不仅仅是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变得更社交化怎么样？更有乐趣又怎么样？”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英特尔将帮助都柏林构建一个物联网系统，

以便从尽可能多的传感器中收集雨水、河水和排水数据。

Prendergast 博士表示，英特尔将在整个城市的战略位置部署雨

量测量器以及河流监测浮标和低功率超声波水位传感器等实验传

感器，以测量涌潮或提供关于对怪兽雨季敏感的河流和溪流的

实时信息。

从工程师到数据经理的各种专家正在与当地的大学和企业进行合

作，共同构建感知设备，合成收集的数据并最终制定和实施洪水

监测计划。

都柏林的水灾迫使格拉斯内文公墓 N2 的车辆挪到道路的对面一侧。图片来自：Shane Lewis

“除非能有效应对，否
则所有这些数据流都
没用。”
— Jamie Cudden

https://flic.kr/p/5bPf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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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问题
作者：Bob Rogers

如何从所有分析项目中 

获取价值

即使问题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 

也有办法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Bob Rogers，英特尔首席数据 

科学家进行了解释。

作为对冲基金的经理，我有十几年的期货预测经验。逐笔交易数

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这些数据有一个巨大的随机分

量，使得超出特定精度的自动化预测无法实现。人们在特定时刻

买卖的所有动机，加上人们交易的绝对数量，意味着无论我们做

了什么，我们永远都无法从干扰数据中完美地找到信号。

在数据科学中，我们将称为这些棘手的问题，而且在特定点之

后，分析和大数据可能根本不会取得进展。

好消息是，起初看起来棘手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您的方法或

投入来解决。

知道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何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实惠的变更来解

决，可以让企业和项目赞助商不断取得成功。相反，能够认识到

以不切实际的尺度定义的问题将有助于防止浪费时间和资金，从

而有效地运用到更集中的问题中。

下面是四个可帮助您改善成果的故障排除方法。通过反复应用其

中一种或多种方法，您可以增加在分析工作中找到价值的机会，

无需再费劲脑汁。

1. 提出更集中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解决最初问题的一个部分并吸

取经验教训。尝试确定任何特定社交媒体用户有多大可能对您正

在设计的汽车型号感兴趣，很可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即使有很

多很好的数据，在完成带真正预测值的型号之前，您可能也有很

多变量需要处理。

要点

1 数据科学家常常会碰到大数据无法解决（或似乎无法 

解决）的问题。

2 正确地提出问题并为问题选择最佳算法对于分析解决 

方案的成功至关重要。

3 故障排除技术可帮助分析师得到一个有意义的答案， 

即使是有些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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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理您的数据。

这是 IT 部门面临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挑战。无用输入，无用输

出。理想情况下，这是一个您在开始任何分析项目之前必须解

决的问题，但直到开始分析之前，数据集存在的问题往往都不

清楚。

4. 使用不同的数据。

这个步骤与上个步骤有些不同，稍微有些麻烦。为了获取更多数

据，您可能只需要更新元数据。您可能需要更改一些流程，从而

捕捉您所需要的数据。

大部分企业已经从其存储在传统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提取了尽可能

多的价值。有时，当您添加一组新数据，特别是非结构化数据

时，如医生所写的文字病程记录或呼叫中心员工和客户之间的文

档交互，您将开辟新的天空，发现新的预测能力。

作为一般规则，更多数据应有助于产生更好的答案。当您测试一

个分析项目时，按顺序添加数据，看看它们如何改变答案。如果

您的答案越来越好，那么您很可能没有直击棘手问题的要害。

当您的进度放缓时，观察一下可行方法的成本与潜在回报。记住

这一点没有什么坏处：试图过于准确地预测人类行为可能是所有

棘手问题的根源。

但是您可能能够预测特定目标群体的销量是增长还是下降。根

据这些信息，您可以确定一个变化（如拳击手设计）对足球妈妈

的销售促进作用是否可以超过对单身二十多岁人群的销售量影

响。这是一个更容易管理的问题范围，仍可以为您的企业带来真

正的价值。

同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您隔离正在摆脱算法的变量。您无需试图

预测所有患者的再住院率，而可以将一个患者组分为两组，其

中一个患者有多个重要条件，而其他患者只有一个条件（如心

脏衰竭）。

如果一个组中的预测质量显示出有意义的改进或下降，则表明您

的算法所适用的数据集不仅较小而且没有较大数据池中的特定

混淆变量。

2. 改进您的算法。

在数据科学中，算法不仅定义您的分析系统对数据集所执行操作

的顺序，还会反映出您如何思考或 “模拟” 数据中的潜在关系。

有时，创建正确的算法或修改特定新用途的可用算法需要反复试

验。（机器学习为自动改进算法提供了保证；这是一个需要注意

的领域。）

如果您将计算能力提升了 5 倍，但处理时间的改进幅度很小，

这就表示算法没有正常运行。

另一种测试是对您的算法参数进行稍许调整。稍有不同的算法应

产生仅仅略有不同的答案。如果它们产生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

它很可能是错误的算法类型，您需要一个不同的算法。

也许您已经选择了完全错误的算法类型。模型的选择通常基于有

关数据的假设，如当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决策树更准确

地表示时，预计它们之间存在线性级数。

有许多公开可用的开源算法库。您很少需要从头开始。

有时添加一组新数据
时，您将发现新的预
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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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问题
如何确定最佳分析项目

一旦您的早期分析工作开始显示 

出业务价值，您可能会发现自己 

需要处理的项目建议书已经超过 

能够合理承担的范围。您将需要 

一个项目排序过程。以下是英特尔 

的操作方法。

2011 年，英特尔 IT 部门的一个小团队开始设法更准确地预测

测试芯片设计所需的计算能力。

通过了解某些资源密集型步骤何时进行，以及每个测试需要的内

存大小，英特尔可以更高效地利用其庞大的计算服务器网格，安

排更多的并发测试，同时不会耗尽内存或处理能力。

这会带来很高的风险：效率每提升 1%，英特尔一年就能 100 

万美元。五人团队花了 6 个月的时间将先进的分析计算技术运

用到测试模拟数据中，发现设计流程改进的价值超过每年 1000 

万美元。

该团队现在称为高级分析小组，从那时起一直忙于各种项目请

求 — 这时该小组已经发展到约 100 名成员。为了对拟建项目进

行排序，它会分析业务部门支持与协作的强度、高质量数据的质

量以及潜在影响的大小和程度等因素。

如今，该团队认为值得追求的项目可能会持续一年，并产生比芯

片设计仿真项目高得多的收益。

英特尔 IT 部门的大数据分析首席工程师 Moty Fania 表示，

苛刻的高项目回报率 “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数量

级价值”。

但该团队的工作仍包含大量的探索和实验。他表示：“您几乎

总是带着假设或前提开始观察数据的。但有时您会发现数据中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不同信号，而这个信号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

东西。”

要点

1 分析项目可以根据可衡量的 

业务价值进行排序

2 ITDM 可以从较小的项目入手， 

并反对常识性目标

3 每个成功的项目都会构建可重复使用的能力， 

从而使后续工作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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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结果并保持参与

在会议中，Admati 说道，销售和经理和分析专家制定了一个

计划。他们预计，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帮助他们缩小最佳潜

在客户的范围并根据这些企业的需求调整芯片销售信息，最终

提高英特尔的利润。

高级分析团队开发了一种算法，从 10,000 家经销商中找出了 

1,000 个最佳潜在客户。

它还帮助该团队制定了根据每个潜在客户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

的特定主题，供销售代表进行讨论。一个人可能非常容易接受服

务器芯片，而另一个人可能需要网络硬件。

凭借需要致电的优先客户名单以及针对每个电话的个性化谈话要

点，网络销售团队将其 2014 年的销售额提升了超过 7600 万美

元。（英特尔的财务部门会跟踪和验证分析项目所带来的结果，

从而提供问责并提高未来项目的投资回报预测准确性。）

虽然项目在技术上是完整的，但 Admati 表示高级分析团队会与

网络销售团队定期进行记录。

Admati 补充道：“在很多情况下，谈话是在一个地方开始的，

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整，最终获得了一款不同的解决方案。您需要

了解您所支持的业务部门，学习如何作出决策，以及人员需要受

到怎样的影响。您的项目优先顺序将根据这些信息发生改变。”

高需求，高风险

2014 年，英特尔的内部销售团队使高级分析团队意识到了一个

大问题：它有一个包含 10,000 个潜在客户的清单供其代表联

系，但关于先联系哪些客户的信息很少。其中一些可能会变为重

要的新客户；而其他则可能需要花更多力气。代表有机会使用数

据来确定销售团队如何运用其有限的资源生成最高回报。

以下是分析团队评估项目时所采用的步骤：

1. 执行赞助人。项目需要相关企业领导的支持。除了证明项目

所需的投资之外，分析数据通常表示需要一个有意义的业务流程

变化并且需要有人愿意实施。

英特尔 IT 高级分析经理 Chen Admati 表示：“如果我们没有来

自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做这项工作的人员的强力支持，项目不可

能成功。”

内部销售组织的领导也在其中积极地参与。

2. 正确的问题。分析团队设法解答的问题必须与业务密切相

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了解一款解决方案是否适合企业的现有

业务流程、系统和人员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与企业提高销量的任务完全一致。如有必

要，高层经理将承诺实施业务流程变更。

3. 数据。分析团队必须确定是否有足够的高质量数据使分析项

目可行且值得。

该团队针对经理知道拥有高质量数据集的内部销售组织的一个地

区执行了一个试点项目。对这些数据的成功测试表明，分析项目

是有希望的，可升级其他区域的数据质量。

4. 资源。分析团队与赞助机构进行合作，必须评估项目需要具

备哪些人员、技能、工具和处理能力才能成功，以及是否具备

这些因素。

该分析小组有一个与内部销售组织合作的团队，并且销售负责人

会向分析团队提供人员。

5. 时间。分析团队应该评估一下其能否在期望的时间范围内实

现项目成果。您希望快速向组织证明价值。

在内部销售示例中，一个试点项目在短期内取得了强劲的业绩，

因此值得对更广泛的数据集进行更多工作。

6. 预计收益。分析团队评估了业务部门和整个公司在该项目

中的受益程度。Admati 表示：“它与您所支持的企业的特性相

关，不是一成不变的。” 无论是否用美元进行了量化或解决了战

略问题，都要计算预期投资收益。

内部销售组织和分析团队预计，他们可以大幅增加收入。

高级分析经理 Chen Ad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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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 2 3 得分

发起人是否将管理该项目 

似乎值得进行的组织变更？

发起人没有权力 

作出流程变更

是，但变更很可能

会很大

是，变更很小或 

受到欢迎

项目是否与企业使命 

和目标紧密相关？
目标不相关 对业务部门至关重要 对整体业务至关重要

这个项目的执行是否简单？ 非常困难 中度困难 简单

我们是否已经拥有必要的工具？ 需要重大的工具更新
大部分（并非全部）

工具已到位
所有工具已到位

捕捉和准备数据 

需要进行多少工作？
大量的数据准备工作 适度的数据准备工作

项目使用格式良好或

预集成的数据

我们多久能开始实现业务收益？ 10 个月或更久 7 到 9 个月 0 到 6 个月

项目成果是否将提高我们 

执行未来分析项目的能力？

没有带来重要的 

可重复使用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 

适用于其他项目

带来重要的 

分析能力

这个项目的预期业务价值如何 

（以美元计）？
低（定义范围） 中（定义范围） 高（定义范围）

总得分：

1-2-3 优先级
分析建议比较指南

英特尔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数据的质量和预期收益对项目划分优先级。下面是一个指导您决策的

简单框架。对于每个问题，根据附带说明给您的项目	1、2	或	3	分。您可以衡量对公司最重要

的标准，进行合计，并将得分最高的项目作为当务之急。

项目名称：  业务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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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athan Stein 听到 “物联网” 一词时，他想到了玉米和大豆。

这些植物对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逐步适应会产生一个不间断的数据

流，从而帮助他更好地运营他家的爱荷华州农场。

通过使用专为农民开发的分析软件，他可以模拟水、肥料和农药

调整的影响。

Stein 表示：“我基本上可以虚拟化整个作物。”

越来越多的农民使用实时数据采集和基于计算机的分析，Stein 

就是其中一位。多亏了 Stein 这样的农民以及为他们开发技术的

研究人员和公司，农业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正在成为传感器、

无人机和大数据分析的主要试验场。

这些方法正在帮助农民大规模提高产量、利润和效率，这是每个

行业的目标。

英特尔大数据解决方案战略、产品和营销总监 Vin Sharma 表

示，“适用于大型农场环境的东西便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

例如，在衡量和改进店内展示效果方面，零售商可以使用单一功

能的客流量传感器来取代视频分析。运营中心经理可以在通用无

人机上嵌入传感器，从而检查库存。在许多其他行业中，首席信

息官可以通过实施传感器导出的数据分析来准确地控制从原材料

到计算能力的各种企业资源。有针对性的控制不仅可以保证公司

内的效率，还能保证整条供应链的效率。

Sharma 表示：“数据收集、模型开发和部署、分析能力，我们

看到不同行业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非常相似的。” 为此，英特尔

构建了一个用于建构分析应用的可信分析平台云服务，并对其组

件以及使这些组件协同工作的桥梁进行了开源处理。

来自田间的 
经验
精准农业如何为数据分析开路

农场正在使用分析解决不可能解决的问

题。英特尔也加入了由研究人员和开发

人员组成的广泛网络，使用传感器和无

人机等工具来帮助他们。这些新兴的农

业应用可能会引发关于您某个业务问题

的一些新思考。

要点

1 农业是首批完全被数据改变的 

行业之一。

2 硬件和分析方面的进步使得农民可以采用更加 

节能环保的做法，生产更可口的食物。

3 农民们正在实现专家预计几乎所有其他行业 

都将达到的各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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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特尔提供研究资助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Shrinivasa 

Upadhyaya 正在开发一个使用热红外传感器来检测植物蒸腾冷

却的现场叶片监控器。 

传感器（可提供有关环境温度、相对湿度、辐射、风速等环境因

素的信息）会向台式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实时发送数据，而这些设

备会使用 Upadhaya 及其学生开发的软件来分析数据，从而确

定特定时间内一块地的哪些区域需要更多或者更少的水。这些特

定地点数据可以帮助农民只使用适量的水，这表明分析具备分配

资源和减少浪费的能力。

旧金山创业公司 Granular（开发用于管理农业的基于云的软

件）的数据科学总监 Chris Seifert 表示：“传感器和分析技术变

得越来越强大且经济实惠，它们正在帮助农民更有效地农民将可

以更全面地了解其土地现状，无需每天出去观察每英亩土地。”

Granular 使用 API 将来自灌溉系统、拖拉机和农具等设备的

传感器数据上传到 Amazon Web Services。Seifert 表示，

玉米密植领域生物系统 “代表用于连接且能够远程监控的一些

终极设备。”

他表示：“企业无需重复劳动，他们可以重复使用通用元素，然

后弥补自己的领域专业知识”，从而创建行业特定的商用或专用

应用。

回到农场，由于田地是已知的，精准农业的创新者正在与数据

分析人士合作解决农场面临的最大挑战。

例如，犹他州立大学的犹他州水研究实验室正在测试一台名为 

AggieAir 的无人机，这台无人机是 Mac McKee 总监用美国农

业部的资金开发的。

该无人机若使用一个典型的三摄像头（RGB、近红外、红边或

热红外线）飞行 1 小时左右将会产生大约 200 GB 的图像文

件，若再加上专用软件，还可帮助酿酒师预估其葡萄园中每颗

葡萄树所需的浇水量，从而提高浇水效率并节省成本。McKee 

表示新一代 AggieAir 无人机的航班将产生大约 1 TB 的数据。

“我基本上可以虚拟化
整个作物。”
— Nathan Stein

AggieAir 团队的 Daniel Robinson 调整了犹他州卡查章可克（Cache Junction）的 Minion 2 飞机。图片来自：AggieAir，犹他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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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无人机和自主驾驶拖拉机等设备带来了一个智能特性在哪

里、数据处理将在哪里进行的问题：在农场边缘的设备中还是在

基于云的数据中心中，Sharma 的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他表示：“某些地区的农业有一个有些似是而非或存在争议的问

题。我们预计数据中心和边缘设备将共同演进。”

Sharma 用人类的神经系统作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您希望在边缘

地带拥有足够的反射性智能，帮助您无需 “思考” 便可远离棘手

问题。但大脑的中央智能可以帮助改善或覆盖行动，从而创造更

高层次的价值。未来的农场会将智能的半自主设备与基于云的中

央命令系统相结合，从分析跨许多位置的数据中获益。

Stein 认同了这一点。他表示：“农业数据具有很高的时效性，

必须在非常精准的时刻捕捉，且必须每次都有效。” 在如今的

农场中，农民是 “数据的鉴赏家”。

英特尔的 Sharma 指出，这种数据的数量大、类型多，比数据

收集堪比大海捞针的传统农业 “高出好几个数量级”。因此，若

要实现精准农业中的 ‘精准’，高级分析是必需的。

他表示：“我们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产量管理。您希望弄清哪些

变量对于提高农场产量最为重要。人们不会构建一个带 1000 

个维度的统计模型。您将需要使用机器学习来有效地进行这一

工作。”

自 2010 年以来，爱荷华州农民 Stein 一直使用来自卫星和飞机

的航拍图像来检测海拔、温度、土壤湿度和叶绿素水平等信息。

他将图像和数据导出到来自 senseFly 的绘图和分析软件中（他

在 senseFly 这家瑞士公司工作，作为该公司的客户和工程师之

间的联络人），从而确定不健康的庄稼区域。

Stein 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观察到了其农场条件在一天

中的变化程度。他表示，随着太阳角度的变化，热量在地面积

聚，“您将看到热数据的变化，以及植物蒸腾作用的上升和下

降。”

Stein 从其家庭农场的空中图像中获取的数据 “向我们快速展示

了春天未 [安装] 更多排水系统给我们的玉米地带来了多大的损

害” — 几乎每英亩 40 蒲式耳。 

“认识到这个事实后，我们花费了数千美元置入一个新的主支线

和分支，以便充分沥干淹水土壤。”

他打算不久后使用 senseFly 无人机和软件来优化其农场的肥料

分配。通过使用 senseFly 的软件和航后无人机地图，他可以设

计一个自驾驶拖拉机，在整个田地中分配规定的化肥量。

“我们预计数据中心 
和边缘设备将共同 
演进。”
— Vin Sharma

Minion 2 飞机飞过一片田地。图片来自：AggieAir，犹他州立大学



2015 年 ITC 报告 18

专为分析 
而设计
在构建分析系统之前，IT 部门 

必须考虑这些关键问题

若要从大数据中获取回报，用户必须作 

出很多决策。英特尔见过很多种建立分 

析	‘堆栈’	及其架构影响的方法。以下是 

一些能够让您的项目取得成功的因素。

当英特尔的 IT 部门将先进的数据查询从传统数据库迁移到内存

数据库后，处理时间从 4 个小时缩短为了 10 分钟。

英特尔信息技术副总裁 Aziz Safa 表示，这是一个如何借助分析

作出正确的架构决策，从而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

当然，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IT 高管需要作出一系列

决策，每个决策都有自己的优势、折衷和架构影响，其中最主要

的包括：在何处存储和处理数据；使用何种类型的数据库；如何

确保只有适当的人员访问数据。

幸运的是，有些 IT 领导已经在这条路上进行得相当顺利。下面

是他们的一些建议。

在何处存储和处理数据

IT 高管需要决定数据在简化和分析之前的传输距离。两个最实

用的选择各有优点和缺点。

在另一方面，筛选原始数据会拖慢分析速度，并且数据湖难免会

存储最终不需要的数据。

在 EMC 的销售组织全球首席技术官兼杰出工程师 Patricia 

Florissi 看来，利大于弊。

她表示：“您应该可以在无需移动数据的情况下进行分析。”

EMC 在其数据湖解决方案中存储多种格式、来自不同数据源的

原始数据。这种方法意味着分析师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并可

以发现可能丢失的数据（如果数据先进行了清理或其中一些数据

被删除）。

要点

1 存储即将处理的数据 

可以节省时间和传输成本

2 实时分析可生成一组 

需要不同工具的不同需求

3 访问控制应该与相关数据的 

敏感性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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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他表示：“如果您试图在制造流程的特定时刻确定

特定材料的位置，那么您需要 100% 的准确无延迟。”

这需要一个具有更多结构或控件、针对实时结果进行调优的数据

库。根据其特定需求，一家公司可能会选择内存数据处理框架或

注重性能的 NoSQL 数据库。随官许多分析数据库类型拥有重叠

的功能，但其特性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Safa 认为，数据库的选择还必须权衡成本与业务需求。他表

示：预处理、结构化并清理所有数据，然后在高性能数据库

中 “将其放在靠近用户的磁盘中”，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理想方

案，但这却是最昂贵的方法，所有 IT 部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因此问题在于，您将从这些数据中获取哪些价值？”

在考虑每个项目的这些权衡因素时，EMC 采用了一种一流的方

法，即为每个项目选择合适的数据库，而不是专注于标准化。

该公司断定，所有项目的收益将大于使用多种数据库类型的成

本和影响。

Florissi 认为限制一家公司所用的数据库数量并不合理，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由于针对分析的新兴用例太多，很难预测哪种数据在

未来有用。

Florissi 表示：“几年前，公司根本不在意员工在推特、博客或社

交媒体上发表什么信息。而如今，整个企业都在关注这些数据

源，以确定分析机会。”

Bojdak 表示，AOL 也认为每家公司都应该弄清楚对其每种业

务需求最有效的数据库类型。“如果是实时数据捕捉，那么最有

效的就是内存数据库。如果是更传统的需求，那么最有效的是 

OLAP [联机分析处理] 。”

不过，他正在尝试在几项数据库技术上实现公司的标准化，从而

控制公司的 IT 管理需求和成本。

Florissi 补充道，大型分析工作可能需要多个数据湖。

媒体巨头公司 AOL 也使用数据湖。该公司的首席信息官 James 

LaPlaine 表示：AOL 每天参与数十亿笔交易，“复制庞大数据集

所需的时间是个问题。” 将数据保留为原始格式并将其从捕捉点

直接移动到公有云可消除通过内部网络复制数据的成本。

然而对于某些类型的数据，AOL 会为单一的 “黄金标准” 数据集

划分优先级。对于准确性和一致性都至关重要的分析项目，例如

涉及交易数据的项目，AOL 会在进入公有云存储之前，主动将

来自本地化数据仓库或数据湖的数据移动到经过清理、标准化和

规范化的中央数据集中。

AOL（现为 Verizon 通信公司的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 Mike 

Bojdak 表示：“我们希望自己所有的数据都存储在一个位置，以

便我们在整个公司内拥有单一、可靠的数据源。” 这种方法特别

适用于对企业绩效的分析和报告。

Bojdak 表示：“在我们开发这一架构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以全新

而有趣的方式培养数据探查。”

使用何种类型的数据库

为分析项目选择合适的数据库非常重要，其中，数据量、格式和

延迟等因素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Safa 表示，英特尔中途切换数据库的项目涉及一个高级查询，

该查询 “使用来自一系列不相关数据源的数据”。该查询在 SQL 

数据库上运行，耗时 4 个小时。在内存数据库中，相同的查询

需要 10 分钟。但他表示，这并不代表内存数据库是所有应用的

适当之选。这还是要回归到当前任务的业务目标上。

Safa 表示，作为出发点，您需要考虑一个项目是否在寻找模式

或者是否需要高精确度。

Hadoop 这样以不同格式存储数据的分布式数据库非常适用于

注重寻找趋势的项目。在这些情况下，几个不准确的数据点不会

从实质上改变结果。

“我们希望自己所有的
数据都存储在一个位
置，以便我们在整个
公司内拥有单一、可
靠的数据源。”
— Mike Boj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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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数据安全的其他方法包括：保持数据来源系统的访问权限，

以及仅允许执行分析的人员或团队访问已分析的数据。

虽然 AOL 的目标是将其所有数据放在一个集中的云中，但它在

多个层级都有访问控件。

分析师根据数据的敏感度来手动审核数据并设置访问级别；认证

系统可确保只有获得该访问级别的人员可以查看数据。

LaPlaine 表示，AOL 经常审查数据，以确保其拥有针对认证

系统的正确访问分类。他表示：“数据分类是一个手动流程，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非常重要，值得花费时间弄

清楚。”

Bojdak 补充道：“我们正在尝试在满足分析师的需求与确保数据

完全安全之间保持平衡。”

如何控制访问

在保护大数据方面，IT 部门面临着周所周知的权衡：在防止不

适当的访问和提供足够访问之间进行权衡。

Forrester Research 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 Brian Hopkins 建议

通过标准的外围认证和授权机制（如密码或多重身份验证）来

控制访问。他认为，企业还应该通过令牌化加密数据并限制数

据共享。

“数据分类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但
它非常重要，值得花
时间弄清楚。”
— James LaP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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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数据保
护，您应该自问
的 10 个问题

大数据为管理数据量、工作负载和工具带来了新

的难题。保护日益庞大的数据量需要从跨整个信

息生命周期的良好治理模式开始。您可能需要特

定控制来解决各种漏洞。英特尔产品和内部安全

组的专家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根据这些意见编

制了一些下面的问题，以确保您考虑周全。

要点

1 安全问题应在数据收集初期便进行解决，

而不应等到后期。

2 稳固的信息管理模型是强大安全计划的 

基本要素。

3 关键的大数据安全控制包括加密、验证 

和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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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ve 指出，分析程序越成功，您遇到的机密数据便会越多。

她表示：“如果未部署合适的追踪工具，那么便会很难在事后

添加。”

4. 用户是否在创建企业数据副本？

他们当然在创建。数据总会被复制。部门可能需要将数据库复

制到本地，以便加快分析速度。用户可能想要将一些数据存入 

Excel 表格，诸如此类。

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安全技术负责人 Jim Greene 表示，您要

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 “该流程的管理模式是什么，即控制策略

如何传递至新副本以及该资源如何维护？”

向公司明确表述上述问题的答案可防止机密数据在逐步传递至安

全性较低的资源库时发生泄漏。

5. 需要哪些类型的加密和数据完整性机制？

除了加密强度、散列和加盐（salting）等技术问题外，以下几

个问题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经常为大家所忽略。

您的加密设置是否真正实现端到端，还是在数据捕获和加密之

间，或在数据解密进行分析时存在漏洞窗口？许多臭名昭著的数

据泄露事件都是黑客利用数据捕获的当隙所窃取。

1. 您的高风险和高价值数据是什么？

AOL 首席信息官 James LaPlaine 表示：“数据分类耗时耗力，

但是您必须去做这件事。”

最有价值或最机密的数据需要最高级的安全性。业务团队需要与

法务和安全人员密切协作来实现这一目标。定义明确的分类系统

需要以强大的数据管理决心来执行。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数据，那么便没有人对其维护和正当使用来负

责，从而更难运用信息生命周期策略。

2. 您的数据保留和删除策略是什么？

每家企业都需要对保留何种数据以及保留多长时间有清晰的方

向。与任何好策略一样，它需要清晰（以便大家明白）且具有强

制性（以便大家遵从）。

更多数据意味着能够带来更多机会，但是这也意味会带来更多风

险。降低该风险的第一步是删除不需要的东西，这是信息生命周

期管理的经典原则。

McAfee Labs 数据科学高级总监 Paula Greve 表示：“如果数据

没有特定用途，则会成为累赘。”

从隐私方面而言，减少其负担的一种方法是在存储数据前运用去

识别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您仍可查看数据，但是该数据不会和

任何个人信息有关联。去识别技术可能不会适用于全部业务需

求，但是您的工具箱中确实值得拥有。

3. 您如何追踪谁访问了哪些数据？

Greve 表示：“您如何追踪数据及谁访问了该数据，这是一个非

常基本的要素。您需要确保工具和存储机制从开始便内建了该追

踪功能。”

“如果数据没有特定用
途，则会成为累赘。”
— Paula Gr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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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是否在使用物联网传感器生成的数据？

使用物联网的关键是确保数据从边缘到数据中心一直处于安全状

态，尤其是与隐私相关的数据。物联网传感器可能面临着自身的

安全挑战。

是否所有网关或其他边缘设备均得到适当保护？工业设备可能难

以修补，或其漏洞管理流程不够成熟。

9. 云在您的分析计划中起到何种作用？

您需要审核托管或处理您的数据的云的合同义务和内部策略。您

应该知道它们将用于哪些物理位置，这些设施是否具备始终如一

的物理（不仅是逻辑）安全控制。

当然，地理位置可能会影响您的合规性计划。

10. IT 组织中的哪些个人正在学习大数据工具集的安全技

能和知识？

未来，您的项目列表、数据集和工具箱可能会增长。您学习到越

多的内部知识，您能够提供的安全性就越高。

特别鸣谢：McAfee Labs 数据科学高级总监 Paula Greve、

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安全技术负责人 Jim Greene、英特尔

研究科学家 Catherine Huang 以及 McAfee Labs 全球威胁

情报首席架构师 Ramnath Venugopalan。

您的加密方法是否能够跨环境内所有数据库无缝协作？

您是否安全存储和管理了加密密钥，谁访问过这些密钥？

McAfee Labs 的全球威胁情报首席架构师 Ramnath 

Venugopalan 指出，加密可以保护数据不被窃取，但是无法

保证其完整性。

某些情况下需要单独的数据完整性机制，而且随着数据量增加和

更多数据来源整合，这些机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为了降低数据中毒或污染的风险，企业可以实施自动检查

并标记与预期数量、文件尺寸或其他模式不符的入站数据。

6. 如果您的算法或数据分析方法为专有，那么您如何为其

提供保护呢？

保护专有发现？这是老生常谈。较容易忽略的是您保护这些发现

的方式。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内，专有算法可能会成为知识产

权的杀手锏。

通常，数据和系统能够获得人们极大重视，但是无论出于技术层

面还是法律层面，分析方法也应获得同等程度的保护。

您是否审查并发布过计划来安全处理此类信息？

7. 您如何验证分析计算集群内所有物理和虚拟节点的安全

态势？

大数据分析通常依赖于分布式计算的能力。异常或受感染的节点

可能会导致集群出现数据泄露。基于硬件的控制值得考虑。（是

的，这是英特尔所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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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阅读 
分析指南
如欲访问关于分析及相关主题的更多

资源，请访问我们的数据中心资源中

枢：www.intel.cn/datacenter。该中枢

是	IT	中心的一部分，旨在收集资源以帮

助企业	IT	负责人评估新兴技术，并研究

多种	IT	主题中出现的趋势和实施战略。

http://www.intel.cn/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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