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下一波数据浪潮的
五大力量

变革性技术如何加
速数据到一切的世界



 数据浪潮 
“如今，大多数严肃的业务计划都建立在数据基
础上，大多数数据策略都与业务目标密切相关。
是时候停止分别考虑这两者了。”

 — 福布斯，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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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techcouncil/2019/04/18/why-innovative-businesses-see-their-business-strategy-and-data-strategy-as-the-same-thing/#417805fd51ca


自车轮诞生以来，技术一直在改变世界。但是
在数字时代，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加速度已经
大大提高。21 世纪前 20 年的变化速度惊人。

在过去十年里，世界越来越理解以智能方式使用数据的影
响。应对最大的挑战（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管理气候和自
然资源、消除贫困、保护隐私和管理庞大的全球人口）将取
决于对数据的有效理解和行动。

尽管自商业互联网出现以来，不断变化的信息一直是人们
熟悉的副题，但我们正处于数据创建和利用率大幅提高的
风口浪尖。我们正面临新的干扰、新的威胁和新的机遇。 
正如 4G 电信和智能手机的结合给商业和日常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变化，五种强化力量正在结合起来，为全球社会和
准备充分的组织带来新的变革水平和一波强大的机遇。 
数据浪潮。

2025

IDC 预测，到 2025 年，世界数据将由 175 ZB（远高于目前的
33ZB）组成，分布在三个领域：核心（传统和云数据中心）、 
边缘（分支位置、蜂窝塔等）、端点（用户设备、IoT 设备）。1  
届时，IoT 设备将产生 90ZB 的数据。

IDC 还估计，到 2025 年，将有 800 亿台互联设备。2 平均每个人
拥有 10 台设备。目前，全球有 220 多亿台互联设备，3 Quartz  
早在 2017 年就报告称，超过 70% 的互联网流量来自移动设备。4

10 互联设备数量
2025 年人均2.6 互联设备数量

2019 年人均

1  NetworkWorld，“IDC：预计到 2025 年全球数据将达到 175 ZB”，2018 年 12 月 23 日
2  IDC 报告，“数据时代 2025”，2017 年
3  Help Net Security，"互联设备数量达到 220 亿台，收入在哪里？"，2019 年 5 月 23 日
4  Quartz，“移动互联网就是互联网”，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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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2019

175
ZB 的数据

33
ZB 的数据

https://www.networkworld.com/article/3325397/idc-expect-175-zettabytes-of-data-worldwide-by-2025.html
https://assets.ey.com/content/dam/ey-sites/ey-com/en_gl/topics/workforce/Seagate-WP-DataAge2025-March-2017.pdf
https://www.helpnetsecurity.com/2019/05/23/connected-devices-growth/
https://qz.com/1116469/we-now-spend-70-of-time-online-on-our-phones/


  

用于定义数据浪潮
的五大力量
让我们从加速数据驱动变革的五大力量开始：5G 电信、 
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 (ML)、物联网 (IoT) 和边缘计算、
区块链，以及消费者期望，在一个一切都按需且实时的 
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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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电信
5G 是下一代移动语音和数据通信，它不仅仅关乎速度， 
它还关乎服务质量和更大的地理覆盖范围。5G 将改写速度、
容量和整个互联体验的概念，包括物联网、虚拟和增强现实
的应用。有了 5G，这些趋势将会加速，我们将会看到虚拟和
增强现实的主流应用以及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尚未实现。 
从触觉反馈互联网体验到远程手术的一切。 
 
 
 
 
 
 
 
 
 
 
 
 

 
5G 运营商预期的新服务包括更强大的边缘计算和机器对
机器通信，这两项服务对于服务数十亿互联设备和无人驾
驶汽车等整个未来行业至关重要。其他领域预计将受益于
新的 5G 驱动的应用和商业模式，包括远程医疗、航运和
物流、可穿戴设备和农业。尽管真正的 5G 将在未来几年
缓慢而不均衡地到来，但电信公司开始销售新生的 5G 产
品，为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全球推广奠定基础。

“在去芬兰奥卢的旅途中，那里有一个 5G 开发
中心，我们参加了 5G 黑客马拉松。顶级创意包
括游戏流媒体服务；通过 VR 进行中风康复的
方法；追踪愈合情况的智能绷带；以及父母与放
在保育箱里的婴儿互动的方式。所有这些想法
要么需要 5G 的高带宽、低延迟，要么需要 5G 
的低功耗、低成本。” 
 
— PC Mag，2019 年

https://www.cnet.com/news/5g-not-just-speed-fifth-generation-wireless-tech-lets-you-do-vr-self-driving-cars-drones-remote/
https://www.pcmag.com/article/345387/what-is-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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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是机器观察、思考和对输入做出反应的能力。 
它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人类的智能可以被分解成计算机能
够编程模仿的精确能力。AI 是一个总括性术语，包含了广泛
的概念和技术，包括机器学习。

研究人员使用 AI 更快速、更准确地评估飓风玛丽亚在波多
黎各造成的持久损害。好莱坞电影公司正在用它来决定哪些
电影应该被批准。PwC 利用 AI 为 3.2 亿美国消费者开发了一
个终身购买决策模型，并将其推向金融服务业。英国正在利
用 AI 来制定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策略。 当然，AI，尤其是
深度学习的机器学习子集，是自主车辆概念的核心。

AI 的广泛应用将创造工具，从我们庞大的数据存储中汲取以前
无法发现的见解，帮助个人更智能地工作，并提出更好的问题。
它将让组织更快地应对机遇和颠覆，并发现意想不到的创新。

“AI 将影响一切。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我看到了 
PC 的影响。然后我看到了局域网[的]影响。再然
后我看到了广域网的影响。然后我看到了互联网
的影响。随后我看到了手机的影响。然后我看到
了无线的影响。现在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影响。 
它让这些东西相形见绌。” 
— Mark Cuban，2019 年 6 月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2/climate/artificial-intelligence-climate-chang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2/climate/artificial-intelligence-climate-change.html
https://www.theverge.com/2019/5/28/18637135/hollywood-ai-film-decision-script-analysis-data-machine-learning
https://www.theverge.com/2019/5/28/18637135/hollywood-ai-film-decision-script-analysis-data-machine-learning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1732/ai-drives-better-business-decision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1732/ai-drives-better-business-decisions/
http://theconversation.com/floods-will-cost-the-uk-billions-but-ai-can-help-make-sewers-the-first-defence-116928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mark-cuban-ai-will-change-everything-191303230.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mark-cuban-ai-will-change-everything-191303230.html


3物联网和边缘计算
随着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在工业环境、交通网络、医院、 
工厂、商店、办公室和家庭中连接起来，物联网已经存在了
至少十年。它也没有放缓：IDC 预测，到 2022 年，全球 IoT 
支出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越来越多地使用数据生成传感
器和将计算推向边缘的能力增加了数据的新维度和潜在的
连通性。

活跃的 IoT 设备数量预计到 2020 年将增至 
100 亿台，到 2025 年将增至 220 亿台。

—  《2018 年 IoT 现状》，IoT a分析，2018 年 8 月

IoT 和边缘计算的下一级发展将利用云技术的增长，云技术
是最近一波数字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数据现在可以存
在于任何地方，计算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边缘计算允许自
动化流程在现场执行，而不是从中央总部执行。这一发展将
为构成物联网的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提供更高的
速度、效率和经济性。电网、石油钻塔和视频分销商已经开
始采用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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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3994118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3994118
https://iot-analytics.com/state-of-the-iot-update-q1-q2-2018-number-of-iot-devices-now-7b/


4 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分散的分布式电子数据库，通过公共或私有网络
共享，有时也称为分散分类账技术 (DLT)。区块链数据库中的每
个事务都由多个用户共享，每个用户都验证数据库是否准确， 
并防止完成未经授权的事务。

尽管区块链最著名的基础是数字货币，但分散分类账将远远超
出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货币。区块链将有助于解决快速变化 
的数据、设备和决策世界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信任。区块链 
创建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查看的高度防篡改的事务年表。这项
技术在密码货币中的应用最为著名，但其他突出的示例仍然存
在：Target 正在加大对区块链的投入来管理其供应链；沃尔玛将
区块链应用于食品供应安全；亚马逊和 Salesforce 都向他们的
客户提供区块链工具。2019 年 6 月，Facebook 宣布成立一个财
团，创建一个名为 Libra 的区块链驱动的支付系统。该财团包括 
Mastercard、Uber、eBay、Spotify、多家投资公司和几家全球人
道主义非营利组织。

 

高管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区块链会成功吗？”
而是，“我们怎样才能让区块链为我们工作？” 
 
—  德勤 2019 年全球区块链调查 

2018 年大肠杆菌爆发后，沃尔玛宣布其农场供应商将通过区块
链上传食品数据，以便更容易确定食品安全。在这个加速的数据
时代，信任和保护数据成为更重要的挑战，区块链将是一项强有
力的技术。

对数据完整性的更高信任将提高效率、增强安全性并颠覆业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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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lunk.com/en_us/data-insider/what-is-blockchain.html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18/facebook-libra/
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topics/understanding-blockchain-potential/global-blockchain-survey.html.html
https://www.cnbc.com/2018/09/24/walmart-is-going-to-use-blockchain-to-stop-the-spread-of-e-coli-in-lettuce.html
https://www.cnbc.com/2018/09/24/walmart-is-going-to-use-blockchain-to-stop-the-spread-of-e-coli-in-lettuce.html


5 消费者成熟度
最终力量不是一个技术范畴，而是人为因素。前一波数字转
型，特别是在消费领域，提高了我们对连接性、便利性和响
应性的所有期望。它缩短了注意力跨度和我们对令人沮丧
的用户体验的容忍度。随着年轻的数字原住民继续进入劳
动力市场，这些趋势将会增加。

消费者越来越复杂的一个例子是在医疗保健领域，患者不
再被动地等待医生诊断疾病或进行测试。消费者现在可以
在市场上直接购买基因检测，他们可以提取自己的样本并
直接邮寄到实验室。

数据和以数据为动力的技术不仅能改善技术体验，您的用
户也要求您这样做。数据应该轻松自然地推动所有决策和
数字体验。我们在这里描述为“数据浪潮”的技术和数据的
激增，要求用户体验得到优化和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清晰度和方便性，否则这些信息和选项可能不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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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司预计在 2019 年用于数字转型计划的资金为 1.7 万亿美元， 
而 AI 和大数据的双涡轮可能占其中的 40% 左右。而这只是开始。” 

— 七股力量重塑企业软件，波士顿咨询集团，2019 年 3 月 22 日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9/seven-forces-reshaping-enterprise-software.aspx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9/seven-forces-reshaping-enterprise-softwar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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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您通过从根本上改进核心产品或技术来颠覆行业领
导者，就像 Google 在搜索领域和 Apple 在手机领域所做
的那样。这些产品发布很少出现，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大爆炸重塑了他们的市场，直到下一次重大的、以研发为基
础的颠覆。在未来，成功不会等待核心产品中这些里程碑式
的创新。

相反，数据将推动有意义的创新、战略和效率。我们已经看
到了一些例子：想想改进的数字体验，它减少了在线零售商
放弃购物车的情况。以保险业为例，它将健康和汽车保险与
我们手腕和汽车上的跟踪器联系在一起。想想运输公司利
用卡车和火车车厢的传感器数据来改善物流。看看工业制
造商为喷气发动机、拖拉机等增加传感器，以促进预测性维
护，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安全性。

现任者已经抓住了时机。随着 Airbnb、Netflix 等新型数字
颠覆者的崛起，Google、Microsoft、Facebook、百度和阿里
巴巴等巨头正在垄断数据科学人才，并投资于 AI、机器人、
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富有远见的组织必须理解即将到来
的技术，并努力充分利用驱动它们发展的数据。

 数据推动成功
总之，这五个趋势影响的不仅仅是，比如说，您如何设计在线客户体验， 
或者有多少额外的数据可以输入到商业智能仪表板中。这些趋势重新 
定义了业务追求成功的方式。



 抓住数据浪潮
如今，许多组织仍在为他们最初的数字化转型而挣扎，并面
临着被更大、更快的变革压垮的风险。我们对暗数据现状的
研究发现，许多组织不仅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数据，而且经
常忽视或者不知道他们的大量数据。富有远见的组织需要理
解下一波变革力量，以及他们自己的数据处理方法如何为他
们在下一个数字时代的成功做准备。

AI 不是烤面包机。它也不是您从零售货架上取下，插上电源
就能投入使用的东西。采用 AI 或任何数据驱动技术的过程，
早在您“插入”它之前就开始了。 第一步是确保您的数据和组
织已经准备好启用这些新技术。如果您的大部分数据为暗数
据，未经开发、使用、未知，您的分析工具将无法产生准确的
预测。处理孤立的和不安全的数据，确保它已经准备好迎接
一个所有数据集都可以被合并和查询以获得新见解的世界。

第一步是组织定义数据系统的战略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每个
数据点都被整齐地组织在一个刚性的数据库中。混乱肯定并
将持续下去。但是成功的组织将知道如何在混乱中航行， 
就像一艘驾驶良好的船在浩瀚翻腾的海洋中航行一样。

暗数据是系统、设备和交互产生的公司内所有 
未知和未开发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60%  
的业务和 IT 领导者表示，在他们的组 
织中，至少一半的数据为暗数据。
 
 — Splunk，2019 年暗数据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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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plunk.com/en_us/form/the-state-of-dark-data.html?utm_expid=.2_hRnUDzTeW1wOabtuBwqg.0&utm_referrer=
https://www.splunk.com/en_us/form/the-state-of-dark-data.html?utm_expid=.2_hRnUDzTeW1wOabtuBwqg.0&utm_refer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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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测的准备
没有办法为即将到来的未来做好准备。您不知道哪些确切的技
术对贵组织在五年内的成功至关重要。其中最好的技术可能还
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它们将基于数据运行，您今天收集的信息
将为未来的工具提供素材。从平台的角度来处理您的数据，确保
它可以在整个组织中适当地访问。

概括地说，面对三个问题，您始终需要询问您的数据：

1. 我的组织内部和周围正在发生什么？ 
每个组织都存在于不断变化、不断增长的实时数据连续体
中，因此很难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您无法访问和
调查的数据扭曲了您对业务所处位置和发展方向的看法。

2. 我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行动？ 
一旦您知道自己的业务现在位于哪里，在这一刻，您必须采
取行动推动它向积极的目标发展。接下来，这种全面的数
据连续体需要工具来展现深刻的新见解，并让您采取明智
的行动。预测性分析可以帮助您看到最好的未来，自动化
可以帮助您抓住时机。

3. 我如何构建未来？ 
一个快速发展、复杂的未来需要一个不可知的平台方法。 
同类最佳的单点解决方案通常会形成同类最佳的数据孤岛。
您需要一种开放的数据处理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这个关
键资产具有安全保障、管理有序，但是可供所有合适的工
具使用。除了这项技术之外，您还必须积极创造一种围绕
数据的文化，培养一支被灌输了技能、好奇心和韧性的劳
动力队伍，以便迎接未来。

 
这种管理数据的方法让您准备好利用这些技术，它们将推动贵组
织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要求越来越高的市场中取得新的成功。 

数据成功的四个原则
如此多的数据，如此多的来源和应用程序以及创建和使用数据
的人，会始终导致混乱局面。但这四个原则可以定义一种数据处
理方法，让您将混乱变成盟友，而不是障碍：

1. 将所有数据置于明处。 
暗数据对今天的成功是一个威胁，面对未来日益增长的数
据需求。当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组织超过一半
的数据没有被使用或完全丢失时，我们便会面临问题。您
需要知道数据位于哪里，它是什么，以及当您需要的时候
如何得到它。

2. 确保可以调查您的数据。 
如果您不能向它提出改变业务的问题，那么知道您的数据
在哪里有什么好处？数据可能存在于结构化的数据库、独
立的应用程序和无序的数据湖中，但不能被锁定在孤岛或不
可读的格式中。

3. 授权每个人自由使用数据。 
调查数据不可能是一个由高级数据科学家组成的小型且超
负荷工作的骨干的工作范围。在业务和 IT 方面增强员工处
理数据的能力。这意味着在您的组织中提高数据素养，改
善协作，并部署通用工具来促进对深刻见解和更明智决策
的追求。

4. 加快速度。 
您需要能够做出更快的决定。您必须能够尽快从数据摄取
转移到调查、见解和行动。寻求适当的基础设施和流程，
让您的组织在所有数据驱动的计划中保持敏捷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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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新的干扰、

新的威胁和新的机遇。

数据将推动有意义的

创新、战略和效率。



     有什么意义？下面是一个奇怪的结尾： 

它与数据无关。

真的无关。数据是至关重要的商业资产，现金也是如此。

现金在业务中的重要性在于您如何投资。同样， 

数据的价值在于您如何处理它。数据必须转化为行动。 

您必须从数据库和仪表板中获取数据，并将其传递到贵 

组织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流程和每一个行动中。 

第一波数字转换的原罪是数据孤岛，打个比方，我们花 

了几年时间打破这些孤岛，将我们的数据放在一个 

地方。下一步是将这些数据带到我们做的每件事上。

  

了解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行动的更多信息： 

图形： 数据到一切战略是什么样的？ 

白皮书：Splunk 数据到一切平台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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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unk 是全球首个“数据到一切平台”。我们消除了

数据和行动之间的障碍，让 IT、安全、IoT 和业务运

营团队能够实时完整地了解他们的业务，将数据转化

为业务成果，并采用技术为数据驱动的未来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