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1500-2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 

第二卷：大数据分类 

 
 

Final Version 1 
 

 

 

 

 

 

 

 

NIST Big Data Public Working Group 

Definitions and Taxnomies Subgroup 

 



 

 

鸣  谢 

特别感谢以下单位对翻译 NIST 研究报告“NIST Big Data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Volume 2, Big Data Taxnomies”的大力支持（排名不分先后）：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NIST SP1500-2 大数据分类 

ii 

目录 

1.1 背景 ........................................................................................................................................................... 1 

1.2 定义和分类工作小组的范围和目标 ........................................................................................................ 2 

1.3 报告制作 ................................................................................................................................................... 2 

1.4 报告结构 ................................................................................................................................................... 2 

1.5 本卷后续工作 ........................................................................................................................................... 3 

2.1 执行者和角色 ........................................................................................................................................... 4 

2.2 系统协调器 ............................................................................................................................................... 6 

2.3 数据提供者 ............................................................................................................................................... 8 

2.4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10 

2.5 大数据框架提供者.................................................................................................................................. 13 

2.6 数据消费者 ............................................................................................................................................. 14 

2.7 管理结构 ................................................................................................................................................. 15 

2.8 安全和隐私结构...................................................................................................................................... 16 

3.1 数据元素 ................................................................................................................................................. 17 

3.2 记录 ......................................................................................................................................................... 18 

3.3 数据集 ..................................................................................................................................................... 18 

3.4 多数据集 ................................................................................................................................................. 19 

附录 A: 缩略词 ...................................................................................................................................................... 1 

附录 B: 参考资料 ................................................................................................................................................... 1 

 



NIST SP1500-2 大数据分类 

1 

1 引言 

1.1 背景 

大数据在激发创新、刺激商业、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潜能已得到商业界、学术界和政府

部门的共同认可。大数据是用来描述网络化、数字化、传感器化、信息化社会数据泛滥的常用术

语。很多以前无法解答的问题，如今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已经可能解答，这些问题主

要包括： 

 如何及早发现流行性疾病并做好预防？ 

 如何在高性能新材料合成以前，就通过数据分析来发掘它们？ 

 如何扭转网络攻击优于防守的趋势，防范网络安全威胁？ 

但同时，各方对于大数据相对传统方法究竟有多大优势，也有清醒认识——数据本身的容量、

速度和复杂性的增长率，已超出现有科技在数据分析、数据管理、数据传输以及用户领域的发展

进度。 

如上，对于大数据的内在潜力和目前局限，各方都达成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但对一些重要的、

根本的问题缺乏定论，也持续困扰着大数据的潜在用户并阻碍进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大数据解决方案属于什么性质？ 

 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环境和相关应用有何不同？ 

 大数据环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大数据环境如何与既有架构集成？ 

 哪些关键科技和标准化方面的挑战亟需解决，从而加速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部署实施？ 

在此背景下，2012 年 3 月 29 日，白宫宣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开发，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加快

科学和工程领域探索，巩固国家安全，并且通过提高从大量繁琐数据资源中分离提取精华的能力，

来改革教学模式。 

6 个联邦部门和它们的分支机构承诺至少出资 2 亿美元扶持至少 80 个项目，力图通过显著改

善设备和技术，从海量数据中获取、整理并得出结论。同时，该计划鼓励产业界、研究型大学和

非盈利组织一起联手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 

受政府和民众双重意愿的推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接受挑战，联合各行业

专业人士，确保大数据计划安全有效实施。2013年 1 月 15至 17 日，NIST 召开了“云和大数据论

坛”，受大会启发，NIST 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工作组，开发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论坛与会者指出，

该框架应当定义并区分大数据技术需要满足的需求，包括互操作性、可移植性、可重用性、可扩

展性、数据使用、分析及技术架构。通过这些工作，该框架将促成最为安全有效的大数据方法和

技术。 

2013 年 6 月 19 日，NIST 大数据公共工作组（NBD-PWG）成立，全国各地工业界、学术界

和各级政府纷纷加入。这个公共工作组将致力于打造工业、学术和政府利益共同体，旨在对大数

据的定义、分类、安全参考架构、安全隐私需求和技术路线图形成共识，最终形成一个中立于供

应商并在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独立的框架。基于此框架，大数据利益相关者能够运用最好的分析

工具，选择其最适合的计算平台和集群，处理问题或者解决可视化需求，大数据服务商也可从中

挖掘增值机会。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主要包括 7 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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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定义 

 第二卷，分类（本卷） 

 第三卷，案例和总体需求 

 第四卷，安全和隐私 

 第五卷，架构白皮书调查 

 第六卷，参考架构 

 第七卷，标准路线图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将分为三个版本发布，跟 NIST 大数据公共工作组三个阶段工

作相匹配。三个阶段目标为以下： 

阶段一：识别出高层次大数据参考架构主要部件 

阶段二：定义 NIST 大数据参考部件之间的通用接口 

阶段三：通过通用接口构建大数据通用应用来验证 NIST 大数据参考架构 

1.2 定义和分类工作小组的范围和目标 

NIST 大数据定义和分类工作小组聚焦在识别大数据概念，定义描述这一新模式所需要的术语，

定义大数据参考架构术语。这种分类提供了参考架构组件的层次结构。它的设计用于满足特点用

户群体的需求，具体如下： 

对于管理者，该术语将用于区分技术的分类以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领域。 

对于采购人员，它将提供讨论组织需求和区分提供方案的框架。 

对于营销人员，它将提供推动大数据解决方案和创新的手段。 

对于技术社区，它将提供一个共同语言以更好的区别大数据的具体产品。 

1.3 报告制作 

本文源于 NIST 大数据定义和分类工作小组及其相关组织的讨论。此卷提供了大数据参考架

构部件的分类法。此分类法使用思维导图的表示方式，提供了多输入和易编辑的机制。 

在不充分描述其上下文环境的情况下，是很难形容大数据系统的新组件。工作小组试图描述

在转移到新的大数据模式下的改变，并且是需要澄清这种改变的部件。例如，并没有想要尝试创

建一个分析技术的分类，因为这些早于大数据。此分类将随着新技术的开发，数据和系统架构中

的模式更好地被理解而成熟。 

除了参考架构的分类法，工作小组也开发了数据层次。 

1.4 报告结构 

此文档提供了有关大数据的多层次的介绍。 

首先介绍的是 NBDRA 的分类。这种分类为实现大数据技术系统的组成部分提供了术语和定

义。章节 2利用演员和角及其执行的活动的概念介绍了 NBDRA。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第六卷：参考架构》中的 NBDRA，有两个角色跨越其他角色的

活动：管理，安全和隐私。这两个领域将进一步在本文档的后续版本中得到解决。NBDRA 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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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第六卷：参考架构》和《第四卷：安全和隐私》有更全面的描述。

比较这两个文档中的相关章节将会给读者一个对工作组共识的更全貌的理解。 

在后续章节中，说明性用例被用于促进对 NBDRA 的角色/演员和活动的理解。没有期望中组

件的完整性，目的是为了提供足够的上下文来理解因为新的大数据范而已经变化的具体的领域。

同样，数据层次只表示数据在不同粒度层次的全面概述以突出推动大数据架构需求的属性。 

1.5 本卷后续工作 

如之前段落所提到的, 工作组将持续开发在管理及安全和隐私方面的变化。 随着变化在这些

活动中被澄清, 分类系统将会进一步发展。此外，对大数据和它的技术的更全面地理解需要考虑数

据特征和技术和性能的时间窗口所需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大数据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此卷

的介绍都必须认为是正在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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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架构分类 

这个章节聚焦在 NBDRA 的分类，并旨在描述执行者和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进行活动的层次。

有很多模型用于描述应用程序所需的技术，例如网络，影响，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的层模型。为

阐明分类，层次结构已被选定以允许将新技术置于之前的技术范围内。这种分类是不明确的，因

此预计分类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成熟，并且增加如何对不同方法进行分类的理解以构建数据系

统。 

2.1 执行者和角色 

在系统开发中，有着如同在电影中的演员和角色的关系。角色是执行者在整个系统中一直扮

演的。一个演员可以演绎多个角色。同样，一个角色可以被多个演员扮演，在这个意义上说，一

组独立的实体——可能来自独立的组织——可能被用来满足端对端系统的需求。系统开发执行者

可以代表个体、组织、软件或硬件。每一个在分类系统中的活动可以由不同的执行者执行。以下

各例可以作为执行者： 

 传感器 

 应用系统 

 软件代理 

 个体 

 组织 

 硬件资源 

 服务抽象 

在过去，数据系统倾向于由一个唯一组织的资源托管、开发和部署。现在，角色可以分布，

如同在一个基于云的应用中执行者的多样化。同样，大数据系统中的执行者也可以是来自多个组

织。 

开发参考体系结构分类开始与对案例和参考框架研究的 NBD-PWG 分析的回顾，案例由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框架：第三卷，使用案例和通用需求提供；参考框架研究由《NIST 大数据互

操作框架：第五卷，参考框架》研究提供。通过这些分析，大数据框架的一些共性被定义并制定

为五个通用框架组件和两个构造，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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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NIST 大数据参考架构 

这 7 个元素——5 个主要框架组件和其中的 2 个构造——组成参考框架分类。 

5 个代表核心角色的主要组件在下面进行简述，在第 2 节进行详细讨论。 

 系统控制器：定义和整合在一个可操作的垂直系统中需要的数据应用活动。 

 数据提供者：引入新的数据或信息源到大数据系统中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执行一个生命周期来满足安全和隐私需求，以及系统控制器定义的

需求。 

 大数据框架提供者：搭建一个可以执行某些转换应用的计算框架，以及保护隐私性和数

据完整性。 

 数据消费者：包括终端用户和其他使用大数据应用提供者的数据结果的系统。 

如下的 2 个结构，将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讨论： 

 安全和隐私构造 

 管理构造 

图 2 列出上述 7 个元素对应的可能的执行者。5 个核心角色在接下来的子章节有更详细的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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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NBDRA 分类中的角色和对应的执行者实例 

2.2 系统协调器 

系统协调器需要满足的总体需求。包括政策、治理、架构、资源、业务等需求，以及对行为

的监控和审核。 

系统协调器的角色是将数据应用程序的行为进行定义并整合到垂直操作系统中。系统协调器

的作用满足了系统的需要、高层次设计（HLD）的需要以及对系统数据监控的需要。 

尽管这些系统协调器的角色在时间上是早于大数据系统的，在大数据的环境下，一些相关的

设计行为也有所变化。图 3 列出与系统协调器的相关的执行者和行为，将在下面进一步描述。 

图 3：系统协调器的执行者和行为 

A. 企业所有权需求和监管 

对于系统的企业领导，系统协调器监督系统运作的业务环境，包括指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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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目标 

 有针对性的业务操作 

 数据提供合同和服务水平协议（SLA） 

 数据消费者合同和 SLA 

 与供应商谈判 

 制造/购买分析 

在大数据系统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创建，包括数据作为服务（DaaS），其

中公司扮演了大数据的应用程序提供商的角色，为其他参与者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模

式是从数据提供者处接收数据并进行处理，并将变换后的数据提供给约定好的数据消费者。 

B. 管理需求和监管 

系统协调器中建立所有的方针和规则纵贯了整个数据生命周期，包括以下内容： 

 符合方针规定的要求与监管 

 改变管理过程的定义和要求 

 数据的管理和所有权 

大数据系统默默地与各种过程及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着交互，因此需要在整个系统的

各部件之间进行更多的管理和监控。 

C. 数据科学需求和监管 

系统协调器为端到端系统的功能性能的分析建立了详细的需求，将企业经营目标转换为数据

与分析的设计，包括： 

 数据源选择（例如识别描述、定位、文件类型、出处） 

 数据收集和与储的要求与监管 

 数据准备的要求和监督 

 数据分析的要求和监控 

 分析模型的选择（例如搜索、聚合、相关性、统计数据，以及因果建模） 

 数据可视化的要求与监管 

 应用类型的规范（如数据流、实时、批量） 

在新的模式中，很多设计行为已经改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现有数据模型的选择超出了关

系模型之外。选择一个非关系模型将取决于数据的类型。关于数据被用于哪个领域的选择，决定

了如何将数据在多个节点间分配。这个选择将取决于机构中数据分析的需要，以及取决于各领域

平均分配数据资源的能力。 

D. 系统架构需求和监管 

系统协调器建立了数据系统的详细架构需求，包括以下内容： 

 数据处理需求 

 软件需求 

 硬件需求 

 逻辑数据建模和分区 

 数据出口需求 

 伸缩需求 

在大数据模式下，由于不同执行者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系统架构发生了改变。在五个

NBDRA（NIST 大数据参考架构）功能组件之间的协调更为复杂，在独立的操作部件行为中有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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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通信和互联性的要求。为了维持所需要的性能，会导致原有的架构发生很大变化，变为在系

统各节点间分配数据。 

2.3 数据提供者 

数据提供者为自身或他人提供可用数据。履行这项职责的可以是大数据系统的一个部分，可

以来自其他系统，也可以是组成整个系统的各个组织的内部或外部模块。一旦数据进入本地系统

之后，取回所需数据的请求将由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做出并发送给大数据架构提供者。数据提供者

的执行者如图 4 所示。 

图 4：数据提供者的执行者和行为 

图 4 中概述的 9 种数据提供者可能的行为将在下文做进一步讨论。 

A. 数据采集 

数据提供者从自身或其他的来源采集数据。这种行为可以描述为从数据制造者处获取数据，

无论这个数据制造者是一个传感器或者一个有组织的过程。数据来源的组成既包含线上来源也包

含线下来源。可能的线上来源如下： 

 网页浏览器 

 传感器 

 深度数据包检测设备（如：桥接器,  路由器, 边界控制器） 

 移动设备 

可能的线下来源如下： 

 公共记录 

 内部记录 

尽管相比于之前的使用方式并没有理论上的不同，数据采集在新兴大数据模式中却是一个爆

发性的领域。新式的传感器不仅仅可以提供多种来源的数据，而且能够提供数量巨大的数据。智

能手机和个人可穿戴设备（如：运动监测器，家用电表）都可以用做传感器。此外例如射频识别

（RFID）等技术的芯片也是运输中货物位置的数据来源。总而言之，所有可以产生数据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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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被称之为物联网（IoT）。个人信息设备中的一部分经常被归类为“可穿戴设备”，这些设备

所产生的数据有时被称作“digital exhaust”（数字尾气）。 

B. 数据持久 

数据提供者将数据存储在资料库中，其他人可以通过访问这个资料库来获取数据。储存的数

据受制于数据保存策略。数据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存储（或：持久）： 

 内部托管 

 外部托管 

 云托管 

云计算的使用拓展了托管的模式。此外，数据持久也常常通过诸如 Web 服务之类的机制实现，

这类机制略去了底层存储的细节。 Daas（Data as a Service，数据即服务）是用于此种机制的一个

术语，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接口访问。 

C. 数据清理 

一些包含敏感成分的数据集是在数据产生的过程中自然采集的。不论是由于遵循法规或者是

数据敏感性等因素，这些数据成分有可能会被改动或删除。以个人身份信息（PII: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作为数据清理的一个例子，数据提供者可以： 

 删除 PII 

 实行数据随机化 

后者模糊了 PII, 从而消除了根据这些数据直接追溯到某个人的可能性，但同时保存了数据内

部的量值分布。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清理需要做更多功课。尽管单个来源不一定包含 PII，但同其

他数据来源结合在一起使用则会升高从整合数据中识别出个人身份的风险。 

D. 数据注释和创建元数据 

数据提供者在资料库中存储了数据的资料和数据的处理信息（称作元数据），以及数据本身。

元数据或数据注释提供了数据的起源和历史等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足够详细从而保证了数据的正

确使用以及解释。以下的这些方式可以用来对元数据进行编码： 

 本身上：数据元素的语义描述 

 在数据文件中：任意模式 

数据产生有其原始目标，在某些情形下，数据还可以被重新规划，进而可以获取除达到初始

目标之外的附加价值。随着对在这些情形下公开数据的推进，给数据信息编码从而明确数据的起

源和处理信息则变得更为关键。在一部分收集数据的参与者对数据历史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在另

外的参与者后来使用数据的时候，为其他目的而进行的数据重新规划仍然容易导致对数据的误解。 

E. 访问权限管理 

数据提供者决定了用于定义访问权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可以由个人或者以下的团体指定： 

 数据来源：来自特定来源的数据集的集合 

 数据制造者：来自给定制造者的数据集的集合 

 PII 访问权限：作为对数据元素限制的一个范例 

F. 访问策略协议 

数据提供者为他人如何使用访问的数据定义策略，同时决定那些数据可用的。这些协议规定

了： 

 初级和次级权利 



NIST SP1500-2 大数据分类 

10 

 合约 

详细来说，这些协议规定了可接受的使用策略和所有对数据使用的特殊限制，以及原始数据

和源自数据的任何衍生品的所有权。 

G. 数据分布的应用程序接口 

技术协议是为源自数据分布应用程序接口（APIs）中的不同类型的数据访问方式而定义的。

这些技术协议包括： 

 文件传输协议（FTP）或者流媒体 

 压缩技术（如：单压缩文件，分压缩文件） 

 认证方法 

 授权 

H. 装载能力 

除了提供数据下载之外， 数据提供者提供了多种访问数据的方式，包含： 

 提供查询访问而并不传输数据 

 允许发送数据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大容量的数据来说，把数据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再进行操作是不现实的。这常常被描述为

转移并处理数据，而不单单是处理数据。 

I. 数据可用性的发布 

数据提供者需要提供它们供应哪些数据或者数据服务的信息。这些发布的信息可以包含以下

内容： 

 网络描述 

 服务目录 

 数据字典 

 广告宣传 

许多第三方的地点也会发布一个目录，其中包含可用数据集合的链接（如：美国政府开放数

据计划） 

2.4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根据系统编排器指定的要求以及相关的安全和隐私要求实施数据生命周期

操作，这些大数据框架中的通用能力，通过组合用来产生特定的数据系统。图 5 列出了执行者和

与大数据应用提供者相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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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大数据应用提供者的执行者和行为 

即使应用提供者的各种行为是相同的，不管其使用的解决方案是否与大数据相关，但是由于

数据和数据处理是跨资源平行化的，因而这些大数据使用的方法和技术已不同以往。 

A. 采集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必须建立从数据提供商处获取数据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 

 传输协议及安全 

 数据格式 

 元数据 

虽然前述的传输机制早于大数据出现，但是因为处理大体量和高速率数据所需要的资源导致

采集行为过程本身也被资源化。 

B. 预备 

数据预备行为使用一系列方法，可以在存储原始数据之前或之后进行处理数据，这与现在数

据系统的处理方法类似。预备行为的处理方法包括： 

 数据验证 (例如：总和检查/哈希信息验证、格式检查) 

 数据清理 (例如：消除劣质记录或字段、删除重复内容) 

 删除异常值 

 数据转换 (比如：数据格式标准化、数据格式变化，以及数据封装) 

 计算字段创建和索引 

 数据聚合与摘要 

 数据分区实现 

 数据存储预备 

 数据虚拟化分层 

正如数据采集会需要大量资源去处理负荷，数据预备也会需要新的资源或新的技术。对于大

数据体量，数据采集操作之后通常使用原始形式存储数据。应用程序代码在存储操作之后调用数

据预备处理。这种先存储原始数据并应用模式与数据交互的技术通常称作为“阅读模式”， 由于

数据集的大小尺寸，因此该技术是大数据的新的重点领域。当存储一个新清洗过的数据拷贝被禁

止时，数据被以原始形式存储并且仅为特殊目的请求而预备。 

数据摘要是因为大数据而新增加的的第二个重点领域。对于非常大的数据集，为可视化呈现

所有数据是非常困难的。适当的取样需要对整个数据集的分布规律有一些可推理的理解。摘要技

术可以描述本地数据子集的特性，并且当数据被浏览时为可视化提供这些特性。 



NIST SP1500-2 大数据分类 

12 

C. 分析 

数据科学这个术语用在很多方面。虽然它可以指的是端到端的数据生命周期，但最常见的使

用聚焦在为在大体量的数据集中寻找价值的发现步骤上(即快速的前提假设检验周期)。这种快速

分析周期(也称为敏捷分析)基于快速关联或趋势分析来启动，主要精力用于分析最有可能出现的

假设。 

用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过程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现阶段更关注非结构化数据的分

析，因为现在有更大规模量的可用数据。对于有价值的信息是驻留在非结构化数据中的这一共识

也提升了对于这类数据分析的更大关注度。 

虽然大数据分析方法没有改变，但是相关实现手段已经改变，以适应跨集群独立节点的并行

数据分布及其数据访问方法。举例来说，全面的数据分析任务可以分解成子任务并分配给独立的

数据节点。对每个子任务的结果进行收集和编辑整理而实现最终的完整数据集的分析。此外，数

据通常驻留在简单的表或关系数据库中。通过引入新的存储模式，分析技术可以修改适应不同类

型的数据访问。 

对用于大数据或小数据的分析过程的一些考虑如下: 

 数据匹配流程 

 分析复杂性考虑(比如：计算、机器学习、数据区间、数据位置) 

 分析时延的考虑（比如：实时或流、近实时或可交互的、批处理或离线) 

 人工介入的分析生命周期（比如：发现、假设、和假设检验) 

虽然这些因素对于大数据并不是新的，实施这些分析行为可以与特定的数据存储和预备步骤

紧耦合。此外，在分析阶段一些预备任务已经就绪（如上文提及的阅读模式）。 

D. 可视化  

虽然可视化行为(或人工介入)通常归类于分析行为，由于大数据的需要使得很有必要单独考虑

可视化。以下是数据可视化的三个大类： 

 用于数据理解的探索性数据可视化行为(例如：浏览、异常检测、边界条件) 

 用于分析结果的解释性可视化行为（例如：确认、接近实时的分析、解读分析结果) 

 说明性可视化行为用于“讲述故事”(比如：报告、商业智能和总结) 

数据科学依赖于完整的数据集类型的发现或探索可视化，据此，数据科学家将会形成一个假

设。其实，明显更早于大数据出现的是现在更为强调的探索性可视化，因为数据集尺寸对新技术

的需求，正是利用它来帮助理解大体量的且被它使用的数据。  

说明性可视化是对结果的一个简化和易理解的可视化呈现，适用于协助做出决定或交流已获

知识。再次，这种技术一直在使用，现在更强调的是“讲述故事”。通常这是通过简单的视觉效

果或“图表”。考虑到大体量的和各种类别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潜在复杂关系，向非专业分析人员

传递分析内容需要仔细地用可视化方式来呈现，以被容易接受。 

E. 访问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向数据消费者提供对数据系统结果的访问，包括： 

 数据输出 API 应用编程接口处理 (比如：协议和查询语言) 

 数据计费机制 

 消费者分析托管 

 分析即服务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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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提供者的访问行为应当反应数据提供者的所有动作，因为数据消费者对于后续任

务或可认为该系统为数据提供者。许多与访问相关的任务会随着大数据而做改变，例如算法被重

写以适应和优化这些并行资源。 

2.5 大数据框架提供者 

大数据框架提供者具有通用的资源或者服务，可以被大数据应用提供者使用来生成特定应用。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可以通过新技术使用这些资源和网络，以构建专用系统。图 6 列出了执行

者和与大数据框架提供者相关的行为。 

图 6：大数据框架提供者执行者和行为 

由于大数据的出现，大数据框架提供者的角色有了巨大变化，其由三个子部件或者行为中的

一个或更多实例组成：基础设施框架、数据平台框架和处理框架。在不同层级中的某一既定水平

上的所有实例并不要求使用同一种技术，事实上，大多数大数据实践是混合绑定了多种技术而实

现的。这样保证了灵活性，并且能够满足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所驱动的全部需求。由于新技术的快

速崛起，这个领域仍将需要讨论。随着工作子组对这些技术的讨论进入了固定模式，不同的排序

无疑更具代表性和易于理解。 

A. 基础设施框架 

基础设施框架可按以下分类： 

 组网：在资源之间传输数据的底层资源（比如：物理的、虚拟的和软件定义的） 

 计算：物理处理器和内存，用来执行和保存其他大数据系统部件的软件（比如：物

理资源、操作系统、虚拟工具和逻辑分布） 

 存储：大数据系统中用来永久保留数据的资源（比如：内存、本地磁盘、硬件/软

件冗余的独立磁盘阵列[RAID]、区域存储网络[SAN]和网络附着存储[NAS]) 

 环境：物理绿色资源（比如：能源、冷却），其为大数据系统构建时必须考虑的因

素。 

水平缩放的协同性和独立的资源是大数据范式下最大的变化，被用来实现所需要的性能。 

B. 数据平台框架 

这是在大数据工程中最被公认为变化的领域，并且变化极快，未来这一领域的层次仍可能会

变，以更好地表达技术模式。数据平台框架的行为被扩展为下列逻辑数据组织和分配方法，这提

供了额外的清晰度，也正是大数据的新方法所需要的。 

 物理存储（比如：分布式与非分布式的文件系统和对象存储） 

 文件系统（比如：集中式、分布式） 

 逻辑存储 

o 单元组（比如：关系型的、非关系型的、或者不仅是 SQL [NoSQL]表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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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复杂元组（比如：索引的文件存储、非索引的、主键值的或者队列） 

o 图（比如：属性、超图和三元组存储） 

逻辑存储范式已超越了“平面文件”和关系模型范式而作了扩展，从而发展出新的非关系型

模型。这牵涉到在非关系模型中跨节点数据的并发性。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支持指的是跨数据节

点地完成一个完整的数据更新序列和最终一致性维护。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分类。 

C. 处理框架 

处理框架为处理大体量、高速率、多种类和可变性数据的应用提供软件支持。与处理框架相

关联的方面如下： 

 处理业务的数据类型（比如：数型、文本、空间的、图片和视频） 

 元数据的图式信息（比如：按需和预知） 

 查询框架（比如：关系型、数组） 

 临时框架 

o 分批处理（比如：密集的线性代数、稀疏线性代数、光谱、多体、结构化网格、非结

构化网格、Map / Reduce、批量同步并行(BSP)） 

o 交互式的 

o 实时/流式的（比如：事件派寻、状态管理和分区） 

 应用框架（比如：自动化、测试、虚拟主机和工作流） 

 消息/通讯框架 

 资源管理框架（比如：云/虚拟化、框架间和框架内） 

由于大数据工程，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和大数据框架提供者两者的行为已有显著改变。目前，

在一组独立又耦合的资源上操作，可以进行这两个角色的互换。在互换中，一种在集群中分发数

据的新方法已被开发出来。正如仿真经历了一个并行过程（或水平扩展）以用来治理大量的独立

过程，并调整它们达成一个分析结果一样，现今大数据业务在并行资源之上对数据处理流程执行

编排。 

2.6 数据消费者 

数据消费者从大数据系统输出结果中获益。在许多方面，数据消费者得到的功能和数据提供

者给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提供的功能相同。提供者在系统基于原始数据来源增值后，大数据应用提

供者将相同功能提供给数据消费者。但因为大数据的原因，该功能几乎没有变化，当然，除了数

据消费者希望从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处提取大量数据集的情况。图 7 列出数据消费者关联的执行者

和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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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数据消费者执行者和行为 

图 7 中列出的行为对于处于数据系统中的数据消费者角色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数据消费者实

际是一个后继应用，那么数据消费者对于任何其他数据提供者的行为将依赖于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后继应用的系统编排器会和大数据应用提供者的应用的系统编排器协商需要的数据类型、访问权

限以及其他需求。从后继应用视角来看，大数据应用提供者会充当数据提供者。  

A. 搜索和回收 

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应允许数据消费者进行跨数据搜索、查询并基于自身用途回收数据。 

B. 下载 

从数据提供者来的所有数据应当向数据消费者输出用于下载。 

C. 本地分析 

数据提供者应允许数据消费者在数据上运行其自有应用。 

D. 报告 

数据可以根据所选择的过滤器、值和格式进行报表。 

E. 可视化 

数据消费者应被允许查看原始数据或分析输出的数据。 

2.7 管理结构 

大数据的量，速度，多样性和可变性的特性需要一个通用的管理平台用于存储，处理和管理

负责数据。大数据系统的管理需要能够处理系统以及大数据环境中的数据相关的方面。NBDRA

的管理结构包括两组通用活动：系统管理和大数据生存周期管理。系统管理包括活动如调配，配

置，包管理，软件管理，备份管理，性能管理，资源管理和绩效管理。大数据生存周期管理的活

动围绕着数据生命周期的收集，准备/策展，分析，可视化和访问。需要更多关于管理结构的讨论，

特别是关于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工程的新问题。这章节将会在本文档的 V2.0 版本继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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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列出了跟 NBDRA 的管理角色相关的一组初始行为。 

图 8：大数据管理执行者和行为 

2.8 安全和隐私结构 

安全和隐私的问题影响了 NBDRA 的所有组件，如图 1 所示。一个安全和隐私结构必须能够跟

系统协调器交互以提供政策，需求和审核，同时也必须能够跟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和大数据框架提

供者交互以提供开发，部署和运行。这些无处不在的安全和隐私活动，在《NIST 大数据互操作框

架文档：第四卷，安全和隐私》进行了说明。图 9列出了跟 NBDRA 的安全和隐私结构相关的具

有代表性的执行者和行为。安全和隐私演员和活动将在《NIST 大数据互操作框架文档版本 V2.0:

第四卷，安全和隐私》中继续开发，并在此卷中总结。 

 

图 9：大数据安全和隐私执行者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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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特征层次 

了解在过去十年里出现的新型大数据工程，就要了解哪些数据的特征驱使了这一新技术的产

生，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本文的第二节，提到了 NBDRA 中的一种分类法，《NIST 大数据互操

作性框架：第六卷，参考架构》会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NBDRA 中的分类法会对角色和活动进

行分层。该分类法从不同的粒度级别对数据特征进行观测，帮助理解这些数据的特征和新型大数

据模式对这些数据特征的改变。要了解哪些特征会随着大数据的改变最好的办法是检测数据元素

的数据量表，检测将相关的数据元素组合成一条记录来表示一个特殊的实体或是事件的记录量表；

检测记录组成的单数据集和多数据集的集量表，该方法的步骤如图 10 所示。因此，本节不会详细

的阐述如何将这些元素的进行分解的细节，但是会提供一个从具体粒度的角度对数据对象的描述，

并且会包含这些数据对象的属性和属性的特征、子特征的描述。所描述的框架可以帮助阐明在所

有数据特征中大数据的关键特征。 

 

图 10: 数据特征分层 

3.1 数据元素  

数据元素的个体本质上是不会在新型大数据模式中改变的。可以通过那些提供历史信息和对

数据理解的附加信息的数据元素的数据类型和相关联的数据了解数据元素。  

A. 数据格式 

数据格式是数据元素的一种特征，是由国际标准化组（ISO）织进行标准化，如 ISO 8601：

2004 数据元素和交换格式-信息的交换-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法。与数据元素一样，对于大数据，数

据格式也不会改变。 

B. 数据价值和词汇 

数据元素的实际价值也是数据元素一个特征。这些数据价值会受到它定义的数据类型（如数

值型，字符串型，日期型）和被选择的数据格式的局限。某种情况下，数据的实际价值也会因为

其他领域互操作性的一些特定标准词汇或是一组被容许值所限制。 

C. 元数据和语义元数据 

元数据在某些情况下会被简单的描述为“数据的数据”。因为元数据可以描述一定数量类别的

相关信息，其中包括数据的起源和历史，处理的时间，软件的版本和其他的信息。除此之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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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简单语义描述可以对理解该数据价值有着更好的帮助，并且能使数据具有机器操作性。但是

元数据和语义数据并不是大数据独有的。1 

D. 质量和真实性 

真实性（即数据的准确性）是一种描述大数据的特征，但是数据的准确性却不是一个新的研

究问题。数据的质量是数据可靠性的另一种叫法。这个话题早于大数据并且远超出本文的内容范

围。2 

3.2 记录 

在这个框架中，数据元素被组合成为记录用于对特殊实体、事件或者事务进行描述。在记录

这一分层上，可以预见大数据新的重点。 

A. 记录的格式 

记录具有结构和格式。记录的结构通常被归类于结构化、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结构化的数

据传统意义上是通过格式来描述的，如逗号分隔值，或者是关系数据库中的一行数据。非结构化

数据可以看成是一个自由文本，如一个文档或是一个视频流。举一个半结构化的例子，一条被标

记语言如 XML 或 HTML包装的记录是半结构化的数据，但是标记的内容可以是自由文本。 

这些结构的类别概念又一次早于大数据，但是在大数据中这些结构类别有两个显著地变化。

第一个变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可以被储存在一种新型非关系的格式中，比如键-值记录结

构，键-文档记录结构或是图结构。第二个变化，因为在网页中出现非结构化的数据的频率越来越

高如（在线图片和视频），非结构化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 

B. 复杂性 

复杂性是源于记录中数据元素的相互关系或是记录之间的关系（如在基因数据中基因和蛋白

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大数据的复杂性已然不再新鲜。 

C. 数据量 

在新的数据源中有一定程度数量的记录，如同将一个有机体中的所有 DNA 看作一条记录。 

D. 元数据和语义 

相同的数据元素的元数据分类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记录。除此之外，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本体论（ontology）来进行简要的描述。 

3.3 数据集 

记录可以组合成为数据集。这种将记录进行分组的做法可以揭示由大数据带来的变化。 

质量和一致性 

对于记录而言，数据质量的新方向聚焦在数据一致性的这一特征上面。由于记录是横向分布

的数据点的集合，数据的一致性就将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关系数据库中，通过确保一个

事务中的多个操作都已完成否则就进行重新操作这一方法来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并且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保证数据库内部的一致性。3大数据具有多个节点和备份节点，因此新数据会被依次被分配

                                                      

1更多的元数据和语义数据的信息可以在 ISO/IEC 11179-信息技术-元数据登记系统；W3C 工作在语义页面中找到。 

2更多的关于数据质量的信息可以查找 ISO 8000 数据质量。 

3读者可以查阅有关数据库 ACID 属性去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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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适合的节点。然而，当查询指令发送后，验证所有的节点都已经更新这一过程可能会受到约束。

同时跨节点复制数据的延时也可能会造成不一致。这种用于更新节点的方法不同于是非关系数据

存储方法的具体实现。未来 NBD-PWG 参考构架小组的关注焦点就会是在对这些模式的描述上面。 

3.4 多数据集 

对于多数据集而言首要关注的是如何将这些数据集进行融合或集合。这也就是要关注大数据

的多样化的特征。目前很难用一种结构来统一多样化的数据集，比如用同一时空网格报告所有的

天气数据）。因为目前将大规模的数据集复制到同一种规范的结构变得困难，新的用于整合数据

集的技术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 

个体可识别信息 

从多个数据集中进行单个数据集的信息识别渐渐成为大数据关注多的领域，无论这个数据及

是否有权限进行识别。对这个领域的更多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 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第

四卷，安全和隐私。 

 



NIST SP1500-2 大数据分类 

20 

4 总结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先进方法和观点的提出，大数据和数据科学也在快速的推陈出新。这篇

文档为 NBDRA 提供了一种分类法，具体会在《NIST 大数据互操作性框架：第六卷，参考架构》

中详写。这种分类法为大数据系统中分类的新组件和新活动提供一种分层的新思路。但是在

NBDRA 的此分类法的第一个版本中没有包含针对管理或是安全性和隐私方面的角色的讨论，这

些方面的角色都需要 NBD-PWG 参考架构小组在未来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另外，因为大数据的

概念，就需要从不同数量级去描述数据，所以需要 NBD-PWG 参考架构小组在 NBDRA 的基础上

发展数据的特征和数据的属性这两个领域，特别是帮助决策是否去描述静态或动态的数据的附加

特征。根据以往的研究，大数据模式与事务性的约束条件有关，如 ACID（一组能保障数据库处

理事物过程的可靠性的性能，有原子性、一致性、隔绝性、耐久性），但这些条件不会在本文档

中加以讨论，而是在未来资源之间的接口成为重要领域的时候再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综上所述，

本篇文档是由出现在前面章节的框架描述和对在展望未来会出现的大数据的新事物和一些特殊的

技术实现这两个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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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缩略词  

ACID  Atomicity, Consistency, Isolation, Durability 

APIs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BSP  Bulk Synchronous Parallel  

DaaS  Data as a Service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HW/SW RAID hardware/software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IoT  Internet of Things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T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  

NARA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S  network-attached storage  

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BD-PWG  NIST Big Data Public Working Group  

NBDRA  NIST Big Data Reference Architecture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oSQL  not only SQL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II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s  

SLAs  service-level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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