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WS 上的数据湖和分析 
最全面、安全、可扩展且经济高效的服务组合，旨在帮助您构建数据湖和分析解决方案 

AWS 供应的集成服务套件可提供快速而轻松地构建和管理数据湖以进行分析所需的每个

要素。AWS 支持的数据湖可以采用传统数据孤岛和数据仓库无法胜任的方法，处理组合

不同类型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以获得更深层次的见解所必需的扩展性、敏捷性和灵活性。

AWS 为客户提供最广泛的分析阵列和机器学习服务，以轻松访问所有相关数据，而不会

妨碍安全性或监管。 

AWS 上拥有数据湖和分析的组织数量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像 NASDAQ、Zillow、

Yelp、iRobot 和 FINRA 这样的客户都委托 AWS 运行其关键业务分析工作负载。 

AWS 上的数据湖和分析 
为了构建您的数据湖和分析解决方案，AWS 提供了最全面的服务集来移动、存储和分析

您的数据。 

 

数据移动 



从本地实时导入数据。 

数据湖 

安全地存储任何类型的数据，规模从千兆字节到艾字节不等。 

分析 

利用最齐全的分析服务选项分析您的数据。 

Machine Learning 

预测未来成果并指定快速响应举措。 

数据移动 

在 AWS 上构建数据湖的第一步是将数据移动到云中。带宽和传输速度的物理限制在不会

造成重大中断、高成本和长时间的前提下，限制了移动数据的能力。为了使数据传输变得

简单灵活，AWS 提供了最广泛的选项来支持将数据传输到云。 

要为您的数据湖构建 ETL 作业和 ML 转换，应当了解 AWS Lake Formation。 

本地数据移动 

AWS 提供了多种方法将数据从数据中心移动到 AWS。要在您的网络和 AWS 之间建立

专用网络连接，可以使用 AWS Direct Connect。要使用物理设备将 PB 级到 EB 级数据

移动到 AWS，您可以使用 AWS Snowball 和 AWS Snowmobile。 要使本地应用程序将

数据直接存储到 AWS，您可以使用 AWS Storage Gateway。  

实时数据移动 

AWS 提供了多种方法来提取通过新来源（如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连接互联网的设备）

生成的实时数据。为了简化流数据或 IoT 设备数据的捕获和加载，您可以使用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和 AWS IoT Core。  

https://amazonaws-china.com/cn/lake-formation/
https://amazonaws-china.com/directconnect/
https://amazonaws-china.com/snowball/
https://amazonaws-china.com/snowmobile/?nc2=h_m1
https://docs.aws.amazon.com/storagegateway/latest/userguide/WhatIsStorageGateway.html
https://amazonaws-china.com/kinesis/?nc2=h_m1
https://amazonaws-china.com/kinesis/?nc2=h_m1
https://amazonaws-china.com/kinesis/video-streams/
https://amazonaws-china.com/iot-core/?nc2=h_iot


数据湖 

数据可移动到云中后，AWS 便可以安全、大规模地利用 Amazon S3 和 Amazon 

Glacier 存储任何格式的数据。为了使最终用户能够轻松发现要在分析中使用的相关数

据，AWS Glue 会自动创建一个可供用户搜索和查询的目录。 

为了更快地构建一个安全的数据湖，请了解更多有关 AWS Lake Formation 的信息。 

对象存储 

Amazon S3 

Amazon S3 是一种安全、高度可扩展、持久的对象存储，具有毫秒级的数据访问延迟。

S3 专为从任意位置存储任意类型的数据而构建，包括来自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公司应

用程序的数据以及来自 IoT 传感器或设备的数据。它专为存储和检索任何数量的数据而构

建，具有无与伦比的可用性，并且不依赖其他服务，可提供 99.999999999%（11 个 9）

的持久性。S3 Select 专注于数据读取和检索，可将响应时间缩短多达 400%。S3 提供

了全面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功能，可满足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备份与存档 

Amazon Glacier 

Amazon Glacier 是一种安全、持久且超低成本的存储，适用于长期备份和存档，允许用

户在短短几分钟内访问数据，同样 Glacier Select 也只读取和检索需要的数据。它能够提

供 99.999999999%（11 个 9）的持久性以及全面的安全与合规功能，可以帮助满足最严

格的监管要求。客户能以每月每 GB 低至 0.004 USD 的价格存储数据，与本地解决方案

相比，显著降低了成本。 

数据目录 

https://aws.amazon.com./glue
https://amazonaws-china.com/cn/lake-formation/
https://amazonaws-china.com/s3/
https://amazonaws-china.com/glacier/


AWS Glue 

AWS Glue 是一种完全托管的服务，提供数据目录以使数据湖中的数据可被发现，并且能

够执行提取、转换和加载 (ETL) 以准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目录会自动创建为所有数据资

产的持久元数据存储，支持在一个视图中搜索和查询所有数据。 

 

分析 

AWS 提供了在数据湖上运行的最广泛、最具成本效益的分析服务集合。每项分析服务都

专门为广泛的分析用例而构建，例如交互式分析、使用 Apache Spark 和 Hadoop 的大

数据处理、数据仓库、实时分析、运营分析、控制面板和可视化。 

为了管理对数据湖中的数据进行的安全自助访问，请了解更多有关 AWS Lake Formation 

的信息。 

交互式分析 

Amazon Athena 

对于交互式分析，Amazon Athena 可以使用标准 SQL 查询直接在 S3 和 Glacier 中分

析数据。Athena 属于无服务器服务，因此无需设置或管理基础设施。您可以立即开始查

询数据，在几秒钟内获得结果，并且仅需为您运行的查询付费。只需指向您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数据，定义架构并使用标准 SQL 开始查询即可。多数结果可在数秒内

获取。  

大数据处理  

Amazon EMR 

对于使用 Spark 和 Hadoop 框架的大数据处理，Amazon EMR 提供了一种托管服务，

可以轻松、快速且经济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Amazon EMR 支持 19 种不同的开源项

目，包括 Hadoop、Spark、HBase 和 Presto，通过托管 EMR Notebooks 进行数据工

程、数据科学开发和协作。每个项目都会在一个版本发布后的 30 天内在 EMR 中更新，

轻松地确保您拥有来自社区的最新、最好的内容。 

https://amazonaws-china.com/glue/
https://amazonaws-china.com/cn/lake-formation/
https://amazonaws-china.com/athena/
https://amazonaws-china.com/emr/
https://amazonaws-china.com/emr/details/hadoop/
https://amazonaws-china.com/emr/details/spark/
https://amazonaws-china.com/emr/details/hbase/
https://amazonaws-china.com/emr/details/presto/


数据仓库 

Amazon Redshift 

对于数据仓库，Amazon Redshift 提供了针对 PB 级结构化数据运行复杂分析查询的功

能，并且包括 Redshift Spectrum，可直接针对 S3 中的 EB 级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运

行 SQL 查询，而无需执行不必要的数据移动。Amazon Redshift 的成本不到传统解决方

案的十分之一。您可以从小规模开始，最初每小时仅需支持 0.25 USD，并以每 TB 每年 

1000 USD 的价格扩展到 PB 级数据。 

 

实时分析 

Amazon Kinesis 

对于实时分析，Amazon Kinesis 可以轻松收集、处理和分析流数据，如 IoT 遥测数据、

应用程序日志和网站点击流。这让您可以对传入数据湖的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和分析并做出

响应，无需等到收集完全部数据后才开始进行处理。 

运营分析 

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对于运营分析（如应用程序监控、日志分析和点击流分析），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允许您近乎实时地搜索、浏览、过滤、聚合和可视化数据。Amazon 

Elasticsearch Service 可以提供各种易于使用的 Elasticsearch API 和实时分析功能，还

可以实现生产工作负载需要的可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控制面板和可视化 

Amazon QuickSight 

对于控制面板和可视化，Amazon QuickSight 为您提供快速，基于云的商业分析服务，使

您可以轻松构建可从任何浏览器或移动设备访问的精致可视化效果和内容丰富的控制面

板。 

https://amazonaws-china.com/redshift/
https://amazonaws-china.com/redshift/spectrum/
https://amazonaws-china.com/kinesis/?nc2=h_m1
https://amazonaws-china.com/elasticsearch-service/?nc2=h_m1
https://amazonaws-china.com/elasticsearch-service/?nc2=h_m1
https://amazonaws-china.com/quicksight/?nc2=h_m1


Machine Learning 

对于预测分析用例，AWS 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机器学习服务，以及在 AWS 上的数据湖

上运行的工具。我们的服务基于亚马逊长期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其中 ML 支持着亚马逊的

推荐引擎、供应链、预测、履约中心和容量规划。  

框架和接口 

对于专家级机器学习从业者和数据科学家，AWS 提供了 AWS Deep Learning AMI，支持

使用 ML 和 DL 优化型 GPU 实例轻松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和集群。AWS 支持所有主流

机器学习框架，包括 Apache MXNet、TensorFlow 和 Caffe2，以便您可以引入或开发您

选择的任何模型。这些功能提供了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工作负载所需的无与伦比的功能、

速度和效率。 

平台服务 

对于想要深入了解 ML 的开发人员，Amazon SageMaker 这项项平台服务通过提供连接

到训练数据、选择和优化最优算法和框架，以及在 Amazon EC2 的自动扩展集群上部署

模型所需的一切，让构建、训练和部署 ML 模型的整个过程得以简化。SageMaker 还包

含托管的 Jupyter 笔记本，可以轻松浏览和可视化在 Amazon S3 中存储的训练数据。 

应用程序服务 

对于希望在其应用程序中插入预构建的 AI 功能的开发人员，AWS 提供面向解决方案的 

API，支持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这些应用程序服务允许开发人员在不必开发和训

练自己模型的前提下，为其应用程序添加智能。 

 

基于 AWS 构建的数据湖与分析远超过

基于其他平台构建的数量 

https://amazonaws-china.com/machine-learning/amis/
https://amazonaws-china.com/sagemaker/?nc2=h_a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ryHHX8vE
https://youtu.be/rRbEcqcpvEA?t=35m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HxnOQarX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K96BNx3Qk&feature=youtu.be
https://youtu.be/3Xg3yu5xnMY?t=29m1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mL8c975B0
https://partners.wsj.com/aws/expedia-accelerates-pace-innovation-cloud-based-analytics/
https://partners.wsj.com/aws/for-fortnite-analytics-inform-creativ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cwbbqi36k8
https://d1.awsstatic-china.com/case-studies/PDF%20Case%20Studies/AWS-Casestudy_Zillow.pdf
https://amazonaws-china.com/solutions/case-studies/yel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yvIcGJSUY


 
 

 
 

 
 

 
 

为什么要使用 AWS 上的数据湖和分

析？ 
灵活性高，选择丰富 

AWS 提供一系列最广泛的分析工具和引擎，使用开放格式和开放标准分析数据。您可以

将数据存储在您自己选择的基于标准的数据格式中，例如 CSV、ORC、Grok、Avro 和 

Parquet，并且可以灵活地通过多种方式分析一天的情况，例如数据仓库、交互式 SQL 查

询、实时分析和大数据处理。您可以为 AWS 中的数据使用广泛的分析服务，确保满足您

目前和未来的分析用例需求得到满足。 

无与伦比的可扩展性和可用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dW1ORLWyk&feature=youtu.be&t=20m5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Nu6SLCk50
https://amazonaws-china.com/solutions/case-studies/ntt-docomo-redshif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viltfpul0&feature=youtu.be&t=2987
https://youtu.be/qOZi3Z6baKQ?t=20m5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DWhbAfF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bEcqcpvEA&feature=youtu.be&t=22m12s
https://amazonaws-china.com/solutions/case-studies/crowdstrike/


Amazon S3 专为存储和检索任何数量的数据而构建，具有无与伦比的可用性，并且从头

开始构建，可提供 99.999999999%（11 个 9）的持久性。它是唯一一款具有以下特点的

存储产品：可以将您的数据存储在单个 AWS 区域内三个可用区中的多个数据中心之中，

一旦单个数据中心出现问题，即可保证无与伦比的恢复能力；而且它也是唯一能在任何区

域之间无缝复制数据的存储产品。 

高度安全 

S3 是唯一允许您在账户和对象级别应用访问、日志和审计策略的云存储平台。S3 提供自

动服务器端加密，可使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KMS) 管理的密钥执行加密，

还可使用您管理的密钥执行加密。在跨区域复制时，S3 会对传输中的数据执行加密，并

允许您对源和目标区域使用单独的账户以防止恶意内部删除。为了在攻击的早期阶段主动

监测到攻击，Amazon Macie 这一由 ML 支持的安全服务可以监控数据访问活动异常，并

在检测到未经授权的访问风险或意外数据泄漏时发出详细警报。 

 

经济高效 

基于 AWS 构建的数据湖具有最高的成本效益。不经常使用的数据可以移动到 Amazon 

Glacier，以超低成本提供长期备份和存档。Amazon S3 管理功能可以分析对象访问模

式，以便根据需要将不常用的数据移动到 Glacier，或者使用生命周期策略自动移动这些

数据。您可以通过低至查询每 GB 数据 0.005 USD 的价格开始使用 Amazon Athena 查

询数据。 其他分析和机器学习服务的定价也采用即用即付的方式，根据您使用的资源收

费。 

高速性能 

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Athena 等 AWS 分析服务旨在实现快速交互式查询性能，

以支持大量并发交互式查询。使用 Amazon S3 Select 运行 AWS 广泛的分析和机器学习

服务组合时，由于仅返回对象内必要的数据子集，因此查询速度最多可以提高 400%，成

本也会显著降低。Glacier Select 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允许您更快地检索存档数据，并允

许您扩展数据湖的分析功能，以包括存档存储。  

https://amazonaws-china.com/kms/
https://amazonaws-china.com/macie/
https://amazonaws-china.com/glacier/
https://amazonaws-china.com/glacier/
https://amazonaws-china.com/s3/details/#s3-select


  

规模最大的合作伙伴网络 

AWS 合作伙伴网络 (APN) 的合作伙伴整合数量是其他任何企业的两倍之多，拥有来自全

球各地的数万家合作伙伴，包括咨询服务和独立软件供应商。这使您可以轻松地使用和集

成您当今使用和喜爱的许多工具。由 AWS 解决方案架构师和合作伙伴开发的数据湖快速

入门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帮助您基于 AWS 安全性和高可用性最佳实践构建、测试和部

署数据湖解决方案。  

开始使用 AWS 

 

注册 AWS 账户 

   

 

在数天内构建安全的数据湖 

   

https://amazonaws-china.com/partners/
https://amazonaws-china.com/quickstart/#bigdata
https://amazonaws-china.com/quickstart/#bigdata
https://amazonaws-china.com/solutionspace/#bigdata


 

开始使用 AWS 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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