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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专注于云端数据仓库的初创公司。
► 由Apache HAWQ（开源的SQL-on-Hadoop解决方案）创始团队成员创立，核心团队由来

自Pivotal，Teradata，IBM，Yahoo!等公司资深的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和Hadoop专家
组成。

► 今年5月份，我们在青云QingCloud上面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基于PostgreSQL和Greenplum 
Database的SQL-on-Cloud解决方案－－HashData数据仓库，一个高性能、完全托管的PB
级数据仓库。

酷克数据



► 数据仓库的技术与应用
► 数据仓库的现状
► 云端数据仓库
► 统一数据架构

日程安排



–比尔.恩门，《建立数据仓库》–比尔.恩门，《建立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人员决策。” 
“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人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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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的应用



数据仓库 IS NOT DEAD

《The State of The Data Warehouse》，2015《The State of The Data Warehouse》，2015



数据仓库 IS NOT PERFECT

《The State of The Data Warehouse》, 2015《The State of The Data Warehouse》, 2015



–Michael Skok, North Bridge, 2014–Michael Skok, North Bridge, 2014

“If you get your head out of the sand and into the 
clouds you’ll see the explosion of cloud-created data. ” 
“If you get your head out of the sand and into the 
clouds you’ll see the explosion of cloud-created data. ” 

“We’re also see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cloud as the 
only way business can truly get more out of their data 
including analyzing and executing on it real-time. ” 
“We’re also see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cloud as the 
only way business can truly get more out of their data 
including analyzing and executing on it real-time. ” 

–Jim, Moran, North Bridge, 2015–Jim, Moran, North Bridge, 2015



云端数据仓库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挑战

使用费用
云计算的规模经济和按需收费的模式

大幅降低了数据存储和计算的成本，

并且没有任何前期投入。

在一个资源共享、完全虚拟化的环境中，提

供高性能、低成本和用户体验一致的数据分

析引擎。

实施和运维成本
将精力集中在利用数据分析改善业务

上面，不用操心系统实施和运维。

利用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API化融合软硬

件，简化数据仓库的部署，实现系统的自动

化运维甚至是智能化运维。

扩展性 能够根据工作负载的变化，动态对数

据仓库的计算和存储能力进行伸缩。

数据的快速重分布，以及降低增删节点过程

中对系统正常查询操作的影响。

数据联通性 方便快速地整合各类业务数据，避免

数据孤岛现象。

设计和实现灵活、高速的数据连接器，与各

色各样的数据源实现互联互通。

安全 不用担心数据安全和隐私。 设计和实现完备的数据加密机制，在数据安

全性和查询性能之间做平衡。



云端数据仓库概述

分析功能

访问工具

核心MPP架构
服务

标准SQL支持，SQL OLAP扩展用户自定义分析，文本检索地理信息处理，机器学习
标准SQL支持，SQL OLAP扩展用户自定义分析，文本检索地理信息处理，机器学习

SQL客户端 BI和ETL工具 编程语言
JDBC ODBC

快速部署
动态伸缩
多级容错
备份恢复
监控审计

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 流水式执行引擎
列式存储和压缩 灵活的数据分布策略
计算与存储分离 高速的外部数据连接

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 流水式执行引擎
列式存储和压缩 灵活的数据分布策略
计算与存储分离 高速的外部数据连接

对象存储 HDFS RDS 远程服务器 核心MPP外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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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大数据分析

即席查询

数据挖掘

报表

管理驾驶舱

CRM

监管

分析工具及应用 用户

数据仓库（MPP）

大数据平台

管理人员

呼叫中心

数据分析师

-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 历史数据归档/查询

- 结构化数据存储
- 批量/准实时计算
- 数据标准化
- 数据模型
- 数据集成

营销

实时计算

财务

销售绩效考核

业务分析师

市场

HashData

财务

交易

用户

合作伙伴

图片

外部数据

其它

社交媒体

数据源
QingCloud IasS

统一数据架构

统一数据架构



关注我们

www.hashdata.cn



Thank you.
jian@hash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