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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難題 
 

 從爆量的資料中理出頭緒：組織需要適當的工具，

透過降低硬體成本和複雜資料來源的數目，從令人

難以招架的大量資料中理出頭緒。 

 了解日益增多的不同資料：組織必須分析關聯性和

非關聯性資料。超過 85% 所擷取的資料為非結構

化資料。 

 能夠即時分析資料：新資料來源，例如 Twitter、

Facebook 和 LinkedIn 等社交媒體網站，不斷產生

前所未有的大量即時資料，無法使用簡單的批次處

理有效進行分析。 

 使部署與管理作業更簡單：組織順暢地進行部署

及設定，以簡化 Apache Hadoop 的複雜性。最理

想的情形是，寧可安裝較少的檔案來封裝必要的 

Hadoop 相關專案，而不自行選擇應安裝哪些檔案。 

簡介 
 

現今的組織竭盡心力想深入了解前所未有的大量商務

資料。其中包括數量龐大的非結構化資料，例如檔案、

影像、視訊、部落格、按選資料流和視覺圖形資料。

對於組織來說，主要的難題在於了解如何同時有效處

理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而能消除設定複雜分散式

儲存和電腦運算叢集的沈重負擔。 
 

組織在尋找有效方式來結合內部及外部資料和服務。他

們想要從 Twitter、Facebook 和 LinkedIn 等社交媒體網

站，進行資料採礦。他們也想要根據所擷取的資料，更

能適時作成決策。若要達到這項目標，組織必須即時分

析資料，而不能只靠批次處理。 
 

新技術 (如 Hadoop) 已經出現，讓客戶有機會以低廉價

格來儲存及分析以 PB 為單位的大量未結構化資料。此外，

組織也可以連接數以百計的可信任資料提供者的資料，

包括人口統計資料、環境資料、財務資料、零售和體育

資料，以及社交資料，並透過 Microsoft PowerPivot 等

自助式工具，與自己的個人資料結合。目前提供 Hadoop 

部署的廠商眾多，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央 IT 範圍以外的資

料庫中運作，無法提供企業自行部署。 
 

Microsoft 早在巨量資料普遍流行之前，就開始利用巨量

資料。例如，Microsoft Bing 能分析超過 100 PB 的資料，

以便提供高品質搜尋結果。組織可使用 Microsoft 巨量

資料解決方案，透過  Microsoft Office 和  Microsoft 

SharePoint 等熟悉的工具，以深入解讀組織所擁有的結

構化和未結構化資料，並將資料運用於企業行動。結合

了 Windows 的簡便與 Hortonworks Data Platform (HDP) 

的效能和可靠度，可讓組織透過全新觀點深入解讀所有

資料，同時也讓客戶連接全世界的資料和服務，發掘全

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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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巨量資料解決方案 
 

Microsoft 的願景是讓所有使用者都能深入了解任何資料 

(包括原本未經結構化的資料)，並將這些資料運用在商務

行動中。為了達到此目標，Microsoft 準備了全方位的巨

量資料策略，可提供： 
 

 現代化的資料管理層：支援所有資料類型，包括移

動中或已儲存的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 

 充實層：透過發掘功能來改善您的資料，可與全球

的資料相結合，並藉由進階分析來精簡資料。 

 洞察層：透過 Office 等熟悉工具，讓所有使用者深

入了解資料。 
 

 
 

為協助企業加速採用巨量資料解決方案，Microsoft 將提

供 Hadoop 做為 Microsoft Windows Azure 平台上的雲

端架構服務，以及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上的內部

部署散發。 
 

HDInsight 是 Microsoft 以 Hadoop 為基礎所建構的新

服務，是根據 Hortonworks Data Platform (HDP) 而建立，

可與  Apache Hadoop 完全相容。Windows Azure 

HDInsight Service 可在雲端執行，Microsoft HDInsight 

Server 則可在 Windows Server 上執行。HDInsight 可讓

客戶從任何大小的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獲得深入了

解商務資料的能力，並啟用新資料類型，不論資料位於

何處皆可啟用。Hadoop 提供的豐富資料分析功能可順

暢無礙地與 Microsoft 商業智慧 (BI) 平台結合，讓客戶

能夠使用 Office 和 SharePoint 等熟悉的工具，以公開可

用的資料和服務使模型更加豐富。 
 

Microsoft 的巨量資料解決方案也透過輕鬆的部署功能，

以及與  System Center 的整合，為  Hadoop 提供 

Microsoft Windows 的簡便和管理能力。Microsoft 透過 

Windows Azure HDInsight Service，以巨量資料解決方

案為雲端提供彈性。 

主要優點 

 隨處都能深入了解資料：使用熟悉的 Office 和商

業智慧工具，深入了解任何資料。 

 連接全世界的資料：透過結合內部與公開可用的

資料和服務 (包括社交媒體網站)，揭開隱藏的資

料模式。 

 任何資料、任何大小、任何處所：透過支援任何

資料的現代化資料管理平台，享有 Windows 的簡

便以及雲端的靈活擴充能力。 
 

隨處都能深入了解資料 

Microsoft 的巨量資料解決方案，可讓客戶使用熟悉的 

Microsoft Office 及商業智慧工具，深入解讀各種類型

的資料。具體來說，Microsoft 的解決方案可讓客戶： 
 

 以熟悉的工具分析 Hadoop 資料：Microsoft 使

分析師和商務使用者藉由 Excel 的 Hive 增益集，

從非常熟悉的 Microsoft Excel 介面與 Hadoop 

功能互動，並取得深入了解資料的寶貴能力。 

 深入了解任何資料：組織可以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

PowerPivot 和 Power View 等熟悉的商業智慧工

具，透過  Hive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ODBC) Driver 分析 Hadoop 中的非結構化資料。

組 織 也 可 以 使 用  SQL Server 2012 中 的 

PowerPivot 和 Power View，在關聯式資料上啟

用自助式商業智慧功能。 

 透過簡化的程式設計加強深入了解資料的能力：

Microsoft 在 Hadoop 上透過整合 .NET 和新的 

JavaScript 程式庫，簡化程式設計。開發人員可

以 使 用 新 的  JavaScript 程 式 庫 ， 輕 鬆 以 

JavaScript 撰寫 MapReduce 程式，然後從簡單

的瀏覽器部署他們的 JavaScript 程式碼。 

連接全世界的資料 

Microsoft 的巨量資料解決方案能透過結合資料和模型與

公開的資料和服務，包括 Twitter、Facebook 和 LinkedIn 

社交媒體網站，獲得突破性的資料分析結果。這可以讓

客戶在 Windows Azure Marketplace 上使用應用程式和

採礦演算法，發掘隱藏的資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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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正確的資料：Microsoft 巨量資料解決方案提

供獨特的工具，可深入發掘組織內外部的資料。一

座代號為「資料探索者」的 Azure 實驗室可讓客戶

透過自動化建議，發掘相關的資料集。另一座代號

為「資料中樞」的實驗室，讓組織能透過自動化建

議來發掘相關資料集，並建立私人資料市集，以促

進 資 料 和 分 析 模 型 的 發 掘 及 共 用 。 Azure 

Marketplace DataMarket 可在防火牆之外，使用協

力廠商資料來源進行發掘和共用。 

 結合全世界的資料：Azure Marketplace 讓客戶能

夠連接防火牆外的資料、智慧型採礦演算法和人員。

Windows Azure Marketplace 提供來自受信任第三

方提供者的數百種資料集。 

 使用外部資料來精簡原始資料：Microsoft 巨量資

料解決方案能讓客戶透過企業資訊管理工具，將原

始資料轉換成一致可靠的資料，也可透過進階分析

使資料更加豐富：Microsoft 透過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提供立即可用的資料採礦演算法。

Microsoft 巨量資料解決方案也支援常用的協力廠

商工具和架構，如 Mahout。最後，該解決方案透

過 Hadoop 資料流，支援以 C++、C#、Python、

Ruby 和 Pearl 所撰寫的定製採礦演算法。 
 

任何資料、任何大小、任何地點 

Microsoft 讓客戶順暢無礙地透過現代化資料管理平台來

儲存及處理所有類型的資料，包括結構化、未結構化和

即時資料，可在 Hadoop 上提供 Windows 的簡便、使

用 Hadoop 延伸資料倉儲，並提供雲端至巨量資料的靈

活擴充能力。 

 藉由 HDInsight 提供可供企業使用的 Hadoop：

Microsoft 的 HDInsight 是以 HDP 為基礎且可供企

業使用的 Hadoop 服務，能為 Windows Server 和 

Windows Azure 提供最可靠、創新及受信任的散發

功能。由於已與 Active Directory 整合，因此 IT 部

門可使用企業資訊安全原則來保護 Hadoop 叢集的

安全。另外也已與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整合，

可讓 IT 部門輕鬆管理 Hadoop 叢集，並有效達到 

SLA 的要求。 

 為 Hadoop 提供 Windows 的簡便和管理能力：

Microsoft 的智慧型封裝能協助組織輕鬆地安裝 

Hadoop 叢集。如此只要  10 分鐘即可在 

Windows Azure 上部署 Hadoop 叢集，這讓雲端

部署的速度加快更多。透過整合在  HDP 中的 

Apache Ambari 和 System Center，我們簡化了 

Hadoop 叢集的佈建、監控及管理作業。 

 藉由 HDInsight 順暢無阻地擴充資料倉儲：適用

於 SQL Server 和 Parallel Data Warehouse 應用

裝置的  Hadoop 連接器可簡化  Hadoop 與 

Microsoft Enterprise Data Warehouses 和商業智

慧解決方案的整合作業。此外，您也可以使用 

HCatalog 來整合 Hadoop 與關聯式資料倉儲。 

 完美無縫的雲端擴充能力和彈性：Microsoft 提供

在 Windows Server 上部署 Hadoop 的兩種選項：

在雲端或內部部署。Windows Azure HDInsight 

Service 是雲端服務，可在 Microsoft 雲端平台上

提供靈活的超大規模分析功能，也提供無縫的移

轉功能，可移轉到在內部部署上執行的 Microsoft 

HDInsight Server。 

 開放的巨量資料平台：透過 HDP，HDInsight 可

與 Apache Hadoop 完全相容。Microsoft 已經提

出建議書給 Apache，包含適用於 Hadoop 的新 

JavaScript 程式庫 (正由 Microsoft 進行開發) 及 

Hive ODBC Driver 的建議書。 

其他資訊 

如需有關 Microsoft 巨量資料解決方案的詳細資訊，請

前往 www.microsoft.com/taiwan/sqlserver/big-data-

solu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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