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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信息日新月异，大数据正在世界掀起一股狂热浪潮，成为人类社

会的一大生产力。网络环境下的大数据技术不仅仅只是对信息的收集，同时也是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整合信息背后所
隐藏的价值。大数据技术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改革方向，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文章主要通过探索网络环境下
大数据发展的规律，以及网络环境下大数据存在的特点，针对大数据资源的有效应用途径，进一步研究其数据的采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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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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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technology,network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Big data is setting off a craze wave in the world and becoming a major productive force for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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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but also analyz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so as to integrate the potential value hidden in the information.Big data technology will bring new direction of
reform for human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and further studies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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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大数据主要指超过数据系统收集和处理能力的数据，是网
络环境中常见的数据信息。大数据对信息规模和传送能力的要
求都比较高，由于与原数据系统不相匹配，大数据信息并不会
得到系统很好的整理及处理。大数据对于当今时代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能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信息更迭速度加
快的信息时代，为了获取大数据所隐藏的信息价值及促进生产
力发展，相关技术人员应有所行动，采取行之有效地方法对之
进行采集和处理。

2 网络环境下大数据的发展(Development of big
data in network environment)
最早给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定义的是咨询公司麦肯锡。
该公司在社会研究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数据信息已经融入到了
社会各行各业中，成为社会各领域中重要的生产力。而随着
人们对海量数据的运用又预示着新信息与生产率增长时代的到
来。大数据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它预示着人类
社会将朝向更文明、科技化、信息化方向进步发展。在现代社
会中，大数据已经成为计算机网络媒体技术中的热门内容，引

起了电子计算机行业的研究热潮，成为相关企业发展的主要动
力因素。目前大数据在我国的发展和研究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大数据的市场价值已经显现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
会注重对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大数据在我国市场中拥有可观
的发展未来。
大数据的未来整体态势及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大数据与人类社会活动；大数据与人类文化艺术；大数据隐私
安全；系统处理；应用关键技术；产业影响。在大数据的整体
态势中，数据的规模将会逐渐扩张，数据信息成为引用资源，
数据共享将会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在大数据发展环
境下，会催生出一批批新兴产业，伴随开创一些新兴职业，如
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这些新兴职业能为
各国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也为国家解决了就业的
民生问题。大数据下信息共享是必不可少的，伴随着又会带来
信息隐私安全的问题，信息共享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蕴藏了较大
的信息隐私安全问题。数据信息资源化发展，大数据在各个国
家及地区都会成为竞争中最有力的战略资源，成为新的竞争优
势和新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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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就必须对大数据进行相关处
理和分析。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对海量数据处理，信息价值的
提取都有较高的要求。大数据具有不同的类型及特征，所以目
前，针对市场针对静态数据主要还是采取批处理的方法，对实
时在线数据采取流处理。批处理方法首先需要将原始数据进行
分类处理，以得出数据的具体含义，然后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区
进行处理，最终形成有效的处理措施。把计算推到数据是大数
据处理的有效办法，对文本中构建良好的模型具有重要影响。
于大数据的静态数据而言，比较适用于先储存后计算的处理系
统。Dremel交互式数据分析系统是Google公司推出了一款实时
数据处理系统，这款系统一经问世便引领电子计算机行业向实
时数据处理迈进。实时数据的处理大致可分为流式处理和交互
式处理两种模式，交互式的处理在具有灵活、直观、操作便捷
的特点，处理的结果可以直接得到运用。交互式数据处理比较
常用于服务器实时日志数据的采取上，交互式处理系统可以适
当将网络上的PB级数处理时间缩短到最小，尽可能地对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并给出结果[3]。交互式处理是常见的大数据处理
方式，在应用该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意对数据PB级数的处
理，以提高大数据的处理效率。
电子设备的普及和发展，催生了海量的图像、影音数据
信息，由于数据信息本身的特征能表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
大数据融合的特征使信息范围的规模不断增长，达到了上百万
或上亿个节点的大图数据库，这也对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和处理
技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图数据需要选取适当的图分割和计算
机模型来进行处理挑战，以实现对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效果。
大数据在互联网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及安全防护领域内的运用
以初见成效。目前据调查显示，在微博、微信中人们都会对根
据文本、图片、联系方式等信息来推荐的内容倍感兴趣，提升
了用户本身的体验效果。对大数据的处理是信息快速发展的要
求，受大数据海量性、易变性、高速性等特点的影响，处理大
数据需要更多行之有效地方法。大数据的分析系统需要依靠传
感分析处理系统，对抓取的数据进行分块处理，发现每个文本
信息所对应的特征，将信息归类到具体的板块。

3.2 大数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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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以数据量分析，分为内存级别、海量级别、BI级别
大数据中的内存级别是指不超过群体的内存最大值；海
量级别是指对于BI产品和数据库都已经失效或者成本过高的数
据量；BI是区别于内存较小来说，具有过大特征的数据量。这
类数据一般可以放在传统BI产品和量身定做的BI数据中进行分
析。无论是内存级别还是海量级别或BI级别的数据来说，都是
以数据量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也都满足大数据的概念。所
以，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对数据类型进行分类比较，以采取适当
的采集及处理方法[1]。海量级别的大数据流量是当前发展的一
个主要趋势，在这里所有的数据信息都会汇聚于此。而当前技
术发展的要求是建立具体的海量数据分析系统，以确保信息特
征的有效分类采集和处理。

4 网络环境下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big data in network environment)

m

3.1.1 以实时性特点划分，分为实时数据分析和离线数据分析
实时数据分析应用的领域主要是B2C产品，包括金融、
互联网和移动领域内的B2C产品。这类产品往往会要求在限定
时间内反馈上亿次的信息，以此来达到提高用户体验的目的。
实时数据分析对处理体系的要求比离线数据分析的要高，而当
前对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的研究也主要针对的是实时数据信息。
对于大多数对反馈时间要求不高的应用，如机器学习、推荐引
擎计算、离线统计分析等，可以采用离线数据分析的方式，通
过采集的数据将其转移到专用的分析平台。面对海量数据的冲
击，传统ETL工具往往会出现崩溃的问题。ETL在格式转换上
对资金的需求较高，所以在性能上根本无法满足对海量数据的
采集和处理需求。从实时数据分析与离线数据分析来看，大数
据在量上远高于其他物质流量，因此需要抓紧对大数据采集和
处理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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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数据的分类

增长、范围扩大的可能性，推动数据多样性的发展；高速主要
是指被创建和被移动的速度。在网络大环境下，流行的趋势是
通过基于实现软件性能优化的高速电脑处理器和服务器。企业
需要掌握快速创建数据、处理信息、反馈方法的方法，以此来
对数据进行采集和处理。

z.

3 网络环境下大数据的分类及特点(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in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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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海量性、
易变性、多样性、高速性。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数据量范围增
长的挑战。比如，在最近一次的IDC报告预测中曾说，在2020
年，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量将会扩大为原来的50倍。当前，大数
据的增长规模仍然存在一个不确定的指标，单一数据集的范围
可以从数十TB到数PB不等。1PB的数据需要两万台50GB硬盘
的电脑才能进行处理，可见大数据的增长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催生出其他数据信息，数据量也会持
续不断的增加，最终形成海量的数据信息流量。大数据一般都
具有多层结构，各层结构都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因此大数据
也会有不同的类型和形式。相较于传统业务数据而言，大数据
在该系统下会存在特征不明显、形状不规则等问题，传统数据
处理软件是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处理的。传统业务数据已经能生
成符合自身发展的标准个数，能够被智能软件所识别。
目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就是从海量数据中发觉其市
场价值。社会大众普遍都认为，使用互联网进行搜索是造成数
据增长的主要原因，改观点是不正确的[2]。数据的增长主要是
新型多结构数据的原因，其中包括了网络日志、互联网搜索、
手机通讯录等。数据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处理大数据的一大难
题，在这里人们需要考虑到更多方面的因素，以免出现数据采
集和处理不恰当的情况。此外，传感器的安装也增加了数据量

5 网络环境下大数据的采集和筛选(Acquisition and
screening of big data in network environment)
5.1 网络大数据采集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

5.1.1 网络大数据采集的基本流程
数据采集的整体框架主要包括六大板块：网站页面、链接
抽取、链接过滤、内容抽取、爬虫URL队列和数据。这些板块
各自所带有的功能分别是：网站页面的功能是获取网站的网页
内容；链接抽取是抽取网站页面中的链接地址；链接过滤是辨
别该链接地址下的网页内容是否被抓取过；内容抽取是从网页
内容中抽取需要的属性，然后提取所需内容值；URL队列是为
爬虫提供需要抓取数据网站的url；数据主要包括Site Url，被
抓取的数据网站中的url、Spider Url，已经抓取过的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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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和Spider Content，被抓取的网页内容[4]。

如文本的特征向量，但需要保证每个特征都具有一定的权重。

网络大数据的采集过程主要包括：将被抓取的网站Url信

输出一个N位的二进制签名X[7]。

息写入Url Queue程序中；在URL队列中获取被抓取网站的信

(1)初始化一个N维向量Q为0，N位的二进制签名S为0。

息；集中获取某一网站的网页内容；在网页内容中抽取链接

(2)对向量K中的所有特征使用传统的Hash算法算出一个N

地址；在数据库中读取被抓取网站的网页地址；过滤Url，对

位的散列值H。判断式子为1≤i≤N，如果H中的第i位数是1则

比抓取前后的Url信息；分类处理，将没有被抓取过的网页地

Q的第i个元素减去该特征的权重。

址写入Spider Url数据库，已抓取过的放置对该网页地址的抓

(3)如果Q的第i位元素大于0，则S的第i位数为1反之则为0。

取；获取网页地址内容，抽取所需属性的内容值；将抽取的内

(4)返回签名S。在Simhash算法得出每篇文档的签名之

容值写入数据库[5]。对大数据的处理必须具备条理清晰的处理

后，需要再计算两个签名间的海明距离。根据实践经验，64位

流程和方法，这样才能井然有序地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处理。

的Simhash海明距离在3以内可以认为相似度较高。

此外，在处理大数据时还要针对数据信息的特征来进一步来分

数据筛选的又一关键技术便是整合技术，整合就是把抓取
来的网页同各企业间建立连接关系。对于企业来说，可以使用

5.1.2 数据采集的关键技术
数据采集的关键是布隆过滤器。链接过滤技术的核心是

一组关键词对企业进行描述，同样，经过处理的网页内容也可

判断当前链接是否在已被抓取过的链接里面。在进行网页大数

之间的信息整合。网页内容的分词结果通常表现出两个特点：

据的采集时，可以增加布隆过滤器来完成对链接的筛选。运用

分词结果数量大；大部分分词对网页内容来说没有价值。所

布隆过滤器的想法是：当集合中加入一个新元素，可以通过X

以，需要对网页内容的分词进行简化处理，使用常频词汇来描

个散列函数实现对该元素的X个映射点数组，并将这些数组置

述网页内容[8]。简化之后，关键词信息的整合效率得到了很大

为1。在检索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观察这些点是否为1就基本能

的提升，精确度也得到了保障。在关键词的信息整合之后，抓

0，则被检测的元素一定不存在；若都是1，则被检测的元素很
可能会存在于这些点数组中[6]。布隆过滤器在横向和纵向上都
具有很大的优势：

co

取来的网页内容就与企业之间建立了联系，就能知道某一企业
的相关数据信息了。

6 结论(Conclusion)

cz

网络环境下大数据的信息类型是丰富多样的，需要采集和

(1)在简洁程度方面，布隆过滤器的简洁程度达到了最大
值，该过滤器的储存空间和插入、查询时间都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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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相互关系上，散列的函数并没有连接关系，有利于各
硬件的并行运行。

以使用一组关键词来进行描述。所以，整合就成了两组关键词

z.

判断该集合中有没有这个新元素了。若这些点数组中存在一个

m

析处理，以确保其精准度。

(3)在储存方面，布隆过滤器并不储存元素本身，这一点

处理的数据量庞大，对信息数据展现的要求较高，并且会着重
关注数据的高效性和可用性。大数据是促进社会生产力新发展
的关键因素，是引起人类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所以，在网络
环境中要抓紧对大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的研究，以提高大数据
的高效性和可用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布隆过滤器在保密性要求较高场合中的优势。布隆过滤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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