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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大型企业传统的 IT 架构，在当前市场快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下，已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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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需求的高效支撑，许多先进企业逐渐向前中后台的平台式架构转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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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台旨在全面汇聚并共享企业信息，以数据智慧化驱动业务变革。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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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台的建设意义、适用场景、先进企业实践情况，提出了一种数据中台的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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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法，并找出了一系列促进数据中台发挥效果的非技术性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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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market environment，the traditional IT architecture in complex enterprises is hard
to support business requirements effectively. Many advanced enterprise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o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of the front, middle and back platform. The data middle platform aims to gather and share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and drive business change with data intelligence.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applicable scenarios
and the practice of advanced enterprises，it puts forward an IT construction method of data middle platform，and finds out a
series of non-technical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data middl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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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当市场不再处于空白期、快速发展期，而是进入
了增长放缓、存量维系阶段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就

关键要素等几方面，论述数据中台建设思路。

1 建设数据中台的意义
在传统的烟囱式 IT 架构中，各系统从后端到前端

主要体现在服务质量和运营成本等方面，此时，IT 系

相互独立，紧耦合开发，导致系统臃肿、建设效率低、

统的智能化支撑尤为重要，而这严重依赖于企业各方

无法快速响应业务，且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工作。为解

面数据信息的掌握、贯通、应用甚至预测。数据中台

决上述问题，需要整合出一个中间组织，为所有的项

应运而生，很多知名先进企业早已开始了数据中台的

目提供一些公共资源。这个中间组织即为“中台”，其

尝试。本文将从建设数据中台的意义、数据中台在 IT
架构中的定位、数据中台功能架构及数据中台建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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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聚数据资源，统一提供数据及相关服务的就是
“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是企业级公共的、可复用的数据及其衍
生能力的组合，相比数据仓库或数据平台，数据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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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调面向业务的赋能，其良性结果是平台化、生态

同时进行数据拉通、建模，快速响应公司各专业线的

化企业的构建，以数据为核心、平台为支撑，来驱动前

业务需求。

线业务变革。
1.1 数据中台适用场景
构建中台必然需要建设成本、组织成本、时间成

经研究发现，先进企业的数据中台有以下几条共
同特点。

a）形成过程：中台战略并不是一个新型产品或概

本，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建设中台。创业型公司，以

念，都是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逐步演进出来的，都经历

生存为首要目的，需以最快速度打造产品，野蛮生长

了“部门各自建设—出现问题（重复建维、系统壁垒、

是其必然选择；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产品得到市

数据多份等）—公共沉淀”的过程。

场认可，公司的目标从“生存”走向“发展得更好”，可

b）团队组织：数据中台都是由一个独立的团队统

以考虑向中台架构发展；大规模的企业，各类产品、服

一建设，上层应用可由不同的业务支撑团队搭建。团

务、部门、系统错综复杂，为了满足市场竞争要求，即

队成员首先要熟悉业务，需要技术与业务专家从业务

便困难重重，也需调整架构，打破以往的职能模式，向

视角建设数据中台，保证中台对业务的赋能。

“前中后台”的平台式组织过渡，进而向更加灵活的形

c）建设模式：企业级公共数据在源头统一，确保

态发展。其中，数据中台的价值在于加速从原始数据

大家使用同一份公共数据；公共数据统一加工，以业

到价值数据的过程，提高企业的响应力，满足当前以

务需求为导向，遵循同一套标准规范；上层数据应用

“提高灵活性和速度”为重的新运营模式的支撑需求。
1.2 先进企业的数据中台实践

依赖公共数据可以百花齐放。

d）服务机制：数据中台所有数据服务必须通过统

不少先进企业早已开始进行数据中台的实践，并

一的出口提供，并保证服务的一致性、可靠性，供上层

取得了理想效果，为企业创造了价值，提升了竞争实

应用一点调用。数据中台建设过程中，尽量不对现有

力。

业务服务造成影响。建设完毕后对业务前台赋能效

a）Supercell：基于中台，打造快速业务试错的核心

竞争力。Supercell（芬兰移动游戏巨头），以《部落冲

果有很大提升。

e）高效运营：中台团队必须要找到高效的业务运

突》等全球热门游戏闻名，经过 6 年时间将游戏开发过

营模式，以主动服务为导向提升自身重要性，才能够

淀，支撑 2~7 个员工组成的开发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

换汤不换药的“共享 IT 支撑部门”。

程中公共、通用的游戏开发素材、算法做了很好的沉

真正转型成为企业的“共享业务事业部”，而不是某种

快速创新、试错，从而用最快时间找到用户真正喜爱

2 数据中台 IT 架构

的游戏。这种强大的业务试错能力是 Supercell 的核
心竞争力。阿里的中台战略也是由此受到启发。

b）阿里：赋能业务前台快速构建，促进企业线上

线下业务线的扩张。阿里继共享事业部成功建设业

务中台后，于 2014 年成立“公共数据平台及产品部”，
将原来各自为战的烟囱式业务线支撑模式转变为数

据共享战略模式。阿里数据中台的发展经历了 2012
年以前的“追随业务期”，2012—2014 的“顶层设计初

由于每家企业的业务和组织情况不同，不存在通
用的数据中台标准架构，本文旨在根据数据中台的使
命及必要需求，设计一个基础的数据中台参考框架，
企业可在此基础上定制出符合自身条件的数据中台
架构。
2.1 数据中台在企业 IT 架构中的定位

如图 1 所示，在企业前中后台的整体架构设计中，

探期”，2014—2015 的“顶层设计质变期”，2015 年 3 月

数据中台与业务中台并列处于中间层，基于计算后

能了应用前台的快速构建，促进企业线上线下业务线

向业务运营，进行共性流程的服务化沉淀，如将支付

的扩张，并成功支撑双十一等大型活动。

流程、订单流程沉淀为支付中心、订单中心；数据中台

底，已实现同时服务 20 多个 BU，与业务中台一起，赋

c）百度：企业级的组织与架构，快速响应专业线

台，面向业务前台。两类中台各司其职，业务中台面

负责数据管理，进行原始数据到数据资产的加工，并

的需求。由全企业统一的“数据工厂”组织团队，负责

进一步将加工结果包装为可调用的数据服务，为企业

公共数据的建设及服务，基于公司级通用数据仓库，

的业务及管理进行智慧化赋能。

形成了全公司数据统一展示、管理、使用的运营模式，

在企业 IT 架构设计中，计算后台、业务中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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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与前端应用的分工及关系如下。

a）计算后台负责基础设施的统一管理划配，统筹

业务前台
业
务
运
营
•
流
程
•
能
力
服
务

OLTP 应用

混合创新型应用

OLAP 应用

业务中台

数据中台

运营服务

数据能力（业务高感知）

基础服务

数据引擎（业务低感知）
计算后台
计算能力
基础资源

图1

数
据
管
理
•
共
享
•
智
慧
服
务

管理运维前中台所使用的硬件资源、中间件、数据库
软件、框架组件等资源。

b）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各司其责，统一面向前台

提供不同类型的专业服务。

c）随 着 业 务 模 式 的 变 更 ，前 台 应 用 向 OLTP

&OLAP 的混合形式发展，应用在充分了解中台能力的
情况下，自由组合各中台的服务能力。
2.2 数据中台的基本构成

数据中台的典型构成包括 3 个基本层级，从下到

上依次为数据湖、数据仓库及数据超市（见图 2）。

数据中台在企业整体 IT 架构中的定位

•可直接使用的数
据产品及服务

数据中台

数据超市
Data Mart

生
产
取数

数据复制/迁移
•系统所产生的
所有原始数据

•标准化建模的数据资产

上层应用、业务人员
数据分析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具有业务价值的原始数据
数据湖
Data Lake

上层应用、业务人员
数据分析

数据科学家类角色
数据挖掘、探索

（数据地图）

服务生产

企业数据+（外部数据）

图2

数据中台的基本构成

a）企业数据：企业所有 IT 系统产生的数据，以服

务业务生产为目的，标准化程度差，存储周期短，包含
无业务价值、冗余数据，无法直接提供数据服务。

b）数据湖：从企业基础数据中，选取具有业务价

值的数据，恢复数据完整性、可读性，保留数据原始结
构，形成数据湖。数据湖可长期存储历史数据，并且

具备统一权限、安全等管理功能，以支持数据科学家
类角色进行数据挖掘、探索。

c）数据仓库：以 OLAP 数据关联分析为目的，采用

数据仓库建模方法对分析所需数据进行标准化分层
建模，供前台和业务人员使用。

d）数据超市：基于数据仓库明细，汇总数据，沉淀

2.3 数据中台的架构设计

根据数据中台的基本构成，将其 IT 架构细化设

计，整体框架如图 3 所示。

数据开放共享

数据超市
Data Mart

能力沉淀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数据加工

数据湖
Data Lake

数据治理

数据汇聚

图3

2.3.1 数据汇聚

数据中台 IT 架构-level0

常用的数据产品，并封装为各种形式的数据服务，供

为了进行全面的业务分析预测，需要广泛地汇聚

前台应用直接调用、业务人员直接使用，进行高效数

企业内外部系统的数据，以通信运营商为例，数据源

据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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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如图 4 所示的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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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系统数据

切实反映企业业务生产
及管理运营的基础数据

通信网络数据

互联网数据

合作伙伴数据

包含了用户位置/事件/
体验等关键信息

包含了互联网上的
各种行为/言论

包含了第三方的用户
/企业的各方面信息

图4

通信运营商的数据采集范围

除了广泛覆盖企业内 IT 系统数据之外，根据企业

业务，还需采集相关的非 IT 系统数据，如基站信令、互

常见的数据能力有以下几类。

a）数据产品：大部分数据加工结果可通过标签、

联网站数据、第三方合作伙伴的用户数据等，打通整

指标、业务挖掘模型来沉淀、共享，数据产品需要根据

合后，为公司业务发展、决策提供支撑。

业务发展不断补充并调优，保持产品的更新及准确

完成数据汇聚后还需要做好数据地图的展示，让
企业人员了解公司的数据资产及分布情况。
由于数据源的种类、存储类型不同，数据中台的
采集层需要具备满足多种典型场景的采集技术，如数

性。

b）AI 能力：人工智能已在各行各业逐渐普及，基

础的 AI 能力需要以低门槛的形式提供，方便使用，降
本增效。

c）工具：常用的数据分析工具可沉淀在数据中

据库直连采集、文件采集、爬虫、实时消息采集、日志
采集等。

台，用户直接云化使用，避免各个前台应用分别部署

2.3.2 数据加工

维护，浪费资源。

2.3.2.1 数据加工技术

2.3.4 开放共享

根据主要业务场景，混搭使用多种业界先进数据

处理技术，快速、高效、稳定处理各类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典型的数据处理场景分为以下 3 类。

a）批量处理：大数据分布式处理技术，以 HDFS 为

基础，具备常见的 Hadoop 生态圈中的常用框架组件，

数据开放共享是数据中台最重要的目的。做好
数据开放，需从清晰展示数据目录、多样化开放手段、
多角色多场景用户交互及良好的平台运营维护方面
努力，让数据使用者“了解”数据、
“ 会用”数据、
“ 敢用”
数据。

a）数据目录：以数据商店的形式，直观展现大数

用于处理实时性要求低的大批量数据。

b）流式处理：具备 Flink、SparkStreaming、Storm 等

据平台加工的数据及能力内容，统一数据服务门户；

典型框架，满足不同场景的流式数据处理要求，用于

设计友好的交互界面，以业务语言解释说明数据及能

处理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

力的内容、使用方法和场景；让用户“了解”数据及能

c）机器学习：具备成熟的机器学习框架、算法库，

提供复杂业务模型的训练环境。
2.3.2.2 数据仓库构建

“数据智能”
（Data Intelligence）中一个必要且基

础的环节，就是数据仓库的建设，同时，数据仓库也是

力。

b）开放方式：以多种技术手段开放数据及能力，

包装成完整的产品及服务，以支持各种不同场景的数
据开放。

c）交互场景：面向不同层级的用户，提供多种场

公司数据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会提供的一种基础

景的数据服务，让用户“会用”数据及能力。目前数据

等）为指导，做好数据标准化分层建设。按照企业业

向技术人员以租户和交互式探索形式提供服务，面向

服务。以主流的数据仓库建模理论（如 Kimball 模型

服务主要分为自助式服务和主动式服务 2 类，前者面

务总线，梳理出各类维度、事实，再以常用业务域分

非技术人员提供可视化自助分析工具，如拖拉拽配置

类，进行汇总、整合拉通，达到可复用、快速查找的目

组合各类数据标签指标等；后者有专人对口不同业务

的。

部门，了解业务后深度服务业务分析，如建模、分析报

2.3.3 能力沉淀

告等。

在进行一段时间的数据需求服务后，可将加工过

d）开放运营：展示产品质量和使用情况，让用户

程中常用的数据结果及功能沉淀下来，避免重复开

“敢用”数据；做好平台运维，保证使用稳定性、及时

发，同时，可以缩短需求响应时间。在大数据服务中，

性；统计分析使用效果，反向促进能力提升；建立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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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问题反馈渠道，提升使用感知。

人员，如果人员分散在不同组织中，工作职责各不相

2.3.5 数据治理

关，接触的领域各不相关，那么，任何跨域系统层级的

数据治理目标：保证数据质量，促进数据开放，保

技术性调整都难以发挥预想的作用。

持大数据工作可持续发展。
数据治理原则：轻量化、便捷化，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导向，对数据生产起正向作用。
根据数据中台常见痛点问题，提出以下几个必要
的数据治理要求。

a）基础数据规范：制定基础模型、编码、指标及标

参考先进企业的中台团队模式，由统一、跨部门
的专业化团队负责数据中台的建设。成立企业级数
据中台团队，由业务领域的分析人员、技术相关的数
据研发工程师、运营相关的服务团队构成，确保团队
构成的全面性与专业性，同时借此环境重点培养自有
专业人才。以业务需求为导向，各域需求方参与中台

签的标准规范，并系统化支撑，可编辑可查询，灵活更

建设，相互支持依赖、监督要求。专业人员集中，在统

新。在各类系统开发建设过程中，所创建的数据如果

一架构、规范下，逐渐优化公共数据能力。

前台由各专业线 IT 支撑团队自由建设，但所有数

在标准规范内已有定义，则直接引用标准，如果要创
建标准规范以外的新型数据，需要先修订标准再建

据分析类功能，必须经过数据中台，即明确是否调用

设，保持数据规范、可复用、口径清晰且一致。

中台能力或将数据能力沉淀至中台，中台团队权责匹

b）数据开发规范：制定轻量化开发规范，标准化

配。

数据命名、加工脚本等常用关键环节；规范各场景开

引入市场化、互联网化的绩效评价机制，对数据

发/测试流程及路径区域，避免相互影响，节省算力；同

中台团队的建设及服务进行衡量，以使用效果为导

时，需通过统一开发平台，系统化支撑标准落地，对开

向，包括所提供服务的使用频率、前台应用满意度等。

发过程进行监测、预警，维持有序的开发环境。

3.2 数据中台部署架构

c）生命周期规范：制定各类数据的存储策略，并

写入系统，到期前通知负责人，确认下线；定期清理长
时间无访问量的数据表，降低存储计算成本。

d）数据监控：平台元数据定期扫描比对，发现差

需要建设数据中台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是发展到

一定规模后，发现烟囱林立的 IT 结构不适合大型的改
造、重构建设，影响业务支撑。对于这种情况，建议该

企业采用逻辑上统一的中台架构，以服务业务前端为

异及时通知负责人；资源画像、作业画像、存储画像、

前提，遵循统一标准，统一服务运营，并支持分布式部

计算画像、用户操作审计，多方位监控。

署。

安全，前者涉及事前权限控制，事后操作日志可追溯；

员组成的专业需求团队对上层应用需求进行分析、梳

后者要保证数据不出门（在内部完成数据加工，输出

理、分解、指派。

e）数据安全：主要分为内部数据安全和外部数据

数据分析结果），并对关键信息加密、脱敏。

3 数据中台建设关键要素
数据中台的建设，除了满足 IT 系统技术条件之

a）统一需求入口：由各域业务人员、需求分析人
b）统一服务出口：服务出口的责任方需要负责数

据服务的统一封装、制定并执行服务标准，提供标准、
一致的服务。

c）数据研发：各域数据研发团队组织统一但工作

外，还有一些非技术性的关键要素，如果这些要素不

内容不变，横向引入标准团队，负责牵头各类数据研

能满足，将会直接影响数据中台的使用结果。

发标准的制定，对现有模型、指标进行梳理，发现问题

3.1 团队组织

并牵头与各域研发人员一起解决问题。

目前大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复杂，常见情况有本

d）架构可扩展性：新业务或新技术（如 5G、合作

专业数据为部门私有资产，不愿意共享；各专业线人

伙伴能力）带来的新的公共能力模块，可以按照目前

员对其他专业不理解，即使有业务场景，也不能发挥

的统一框架扩展分布节点。

最优价值。这样就导致数据中台难成体系、难于推

3.3 互联网化服务运营

广、难以发挥实质作用；数据拉通受阻，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数据壁垒问题。
因此，跨域、互通的中台建设需要跨域、跨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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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数据中台价值的关键在运营。中台团队需
要在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开放机制基础上，转变思
路，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营销式”服务，为业务前

张 洁，许建宏，肖 伟 数据通信
关于数据中台建设思路的探讨 Data Commuincation

端创造价值，营造良好的开放生态。

a）明确统一的数据开放机制：数据是全企业的共

而不仅仅是系统的建设。除了强大的数据汇聚、处理
能力，有效的开放服务机制外，还需要配套的组织团

有数据，让更多的人用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价

队、灵活的部署落地、互联网化服务运营支撑，保证达

值。明确规定什么角色可以用什么数据、开通什么服

到应有的效果。

务，并将规则固化落地到统一开放平台中，系统化正
规化，减少线下靠“刷脸”
“打招呼”等人为交互。

b）服务化的中台运营：以用户视角主动服务，培

养数据中台使用习惯及模式，提升使用率（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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