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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应用，对提高数据提取、采集、存储、应用水平等有积极作用。因此，针对不同业

务的非结构化数据应用问题，在对数据仓库与大数据融合过程进行分析中，结合数据仓库建设的理论思想，对大数据进行

存储、处理、加工与分析，并在大数据技术的视角下，对数据库仓库优化进行调整，旨在实现大数据与数据仓库的综合应

用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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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其在各行业、各领域

都有广泛的应用，所以在业务管理系统中，针对数据仓库

与大数据之间的数据融合进行分析，对进一步提高数据仓

库的实际应用效果有积极作用。在数据库技术实现多样化

发展中，数据仓库是通过现有的数据库，对数据信息进行

抽取、加工以及使用，并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管理决策。

在这一视角下，数据仓库建设与发展应用数据库技术，对

现有数据信息进行管理，满足业务管理与控制的综合发展

需求。在利用数据库技术的基础上，可通过数据挖掘与信

息处理的方式，实现数据管理与业务管理水平的综合提升。

1 数据仓库的概念

数据仓库并不是单纯的多数据库集合，而是通过数据

处理技术针对现有的数据库，对数据信息进行提取、清洗、

加工、处理以及使用，并为业务管理以及管理决策等提供

依据。在实现数据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则需要通过大数据

技术，对数据仓库的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按照数据特征

进行分类与处理，从而提高数据信息的有效利用率。数据

仓库与数据技术具有联系性，利用数据库技术对数据信息

进行处理，其中包含云数据处理、数据挖掘、AI 技术应用等，

在数据信息处理与调整的基础上，可实现数据处理水平提

升 [1]。大数据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减少数据冗余，并消除

数据壁垒，在数据挖掘以及智能处理技术的应用下，对数

据信息进行融合与处理，从而实现数据采集与挖掘。大数

据在对数据处理与分析时，可以对大规模的、结构复杂的

数据信息进行处理，从而实现预测与决策分析水平的提升。

从数据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数据仓库与大数据之间具有

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大数据对数据类型、数据处理等有积

极作用，在数据处理与信息控制的基础上，可实现数据仓

库的数据信息融合与控制。

对大数据的需求进行分析时，则是在数据分析与数据

管理的基础上，实现数据预测与决策水平提升。从大数据

与数据仓库融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大数据与数据仓库之间

比较相似，但是数据量、数据类型、处理速度、数据结构

准确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利用数据仓库技

术的过程中，则是在预测大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仓库的

数据处理过程进行完善，从而满足数据统计与数据分析的

综合需求 [2]。

2 大数据技术及其困境

在对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进行分析中，则是在非结

构化数据库以及数据信息处理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数

据集合与数据挖掘处理的基础上，可实现数据信息的综合

处理效果提升。但是，数据信息处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

则需要对数据处理过程、数据处理参数等方面进行优化，

在实现数据集中处理与分析处理的基础上，可满足数据仓

库的数据处理与控制需求。但是，大数据技术在实际应用中，

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难点。

1. 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仍然处

在初级阶段，缺少完善、有效的数据解决方案，对大数据

信息处理以及数据挖掘处理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对大

数据的实际应用进行分析中，缺少体系化的模型，虽然开

源的 Hadoop 可以实际应用，但是在数据信息处理的过程中，

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水平不足，对数据应用以及数据仓库

的数据挖掘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大数据信息处理与控

制的过程中，则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与信息处理的方式，实

现数据挖掘与数据信息处理效果的综合提升 [3]。在建立完整

化数据信息处理模型的基础上，可通过数据处理以及信息

评估的方式，实现大数据处理效果提升。

2. 从大数据处理过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大数据技术

的实践应用中，大多是以 Hadoop 为框架，但是在实际应用

时，其仍然存在非结构化数据，在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中，

对数据仓库的数据挖掘与信息挖掘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通

过数据仓库的应用，在实现数据信息处理与控制的过程中，

数据仓库的处理过程仍然存在问题，对数据信息处理以及

数据管理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会影响数据仓库与大数

据技术融合的实际应用水平。而且，在对结构数据进行优

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数据信息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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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与应用价值。

3. 数据安全问题。在大数据技术多样化应用的过程中，

面对数据安全问题，对数据信息处理过程以及数据冗余等

会产生直接影响。在 Hadoop、MPP 数据库、MySQL 数据流

处理中，仍然存在数据库系统不完善的情况，对数据结构

的安全性以及数据处理过程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

在数据信息处理与数据开元处理的基础上，仍然需要对数

据安全问题进行调整，从而实现大数据的数据安全控制水

平提升 [4]。

4. 大数据应用与开发不足。大数据的实际应用与云计算

过程相似，在对基础数据建设体系进行完善与优化的基础

上，仍然需要从数据处理、数据维护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

进行优化，在对数据处理过程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可通过

数据仓库的信息处理与数据控制，解决大数据的操作与数

据处理的综合问题。但是，在大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智能化、

多元化的系统框架搭建，仍然存在数据仓库的开发问题，而

且基础数据建设比较困难，后期的数据处理与资源维护等不

足，对大数据技术的操作与控制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5. 大数据对业务管理决策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大

数据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对网络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

可以发现数据中隐含的价值，但是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

仍然需要对每一个数据进行处理、加工以及分析，要对数

据处理过程、数据分析准确性等方面进行探究，在数据分

析与预测等方面仍有不足，对数据处理过程会产生直接的

影响。在大数据信息处理与控制的过程中，数据存储与数

据提取等不足，会影响数据挖掘与信息处理综合水平。大

数据技术可以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

但是在数据信息处理与数据应用控制中，仍然存在数据挖

掘与预测准确性不足等问题，对大数据应用会产生直接的

影响。

3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融合措施

3.1 数据仓库体系架构设计

为实现数据仓库的架构应用水平提升，在业务数据处

理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在数据仓库处理的基础上，对数

据信息处理过程、数据分析等方面进行优化，可实现数据

仓库的数据处理水平提升 [5]。在大数据技术需求分析的视角

下，可通过数据管理与信息处理的方式，对数据仓库的不

同特征数据进行提取与处理，从而实现数据应用效率的进

一步提升。在加强对列式数据库内数据获取与分析的过程

中，则需要对数据处理以及数据挖掘等方面进行优化，从

而达到提高数据应用效率的目的。在对数据应用以及信息

处理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时，则需要从业务数据源处理以

及数据非关系型结构等方面进行处理，在实现数据融合的

基础上，利用 Hadoop 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数据

仓库的数据分析处理效果提升。

从行业应用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结构化程度共同作

用进行分析，则是在行业应用、决策分析的视角下，对分

布式处理以及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处理，在数据分布与信

息整合的基础上，可满足数据分析与技术处理的综合需求。

大数据的架构在应用中，需要通过技术要素对行业数据、

决策支持、分布式处理等方面进行优化，通过数据信息处

理与业务整合，可满足数据仓库的数据挖掘处理需求。大

数据架构在实际应用中，则可以对不同特征的数据信息处

理过程、数据仓库的数据存储等方面进行完善，在数据结

构化程度检验与分析的视角下，可满足数据分析与开发的

综合需求。展示层是针对数据关系、请求响应、数据处理

等方面进行优化，数据应用中，则是通过预测性建模与模拟，

对数据源进行分析与处理，满足大数据挖掘与信息处理的

综合需求。在对数据流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则是在建立分

布式处理关系的基础上，对网络自动抓取的业务数据处理，

并实现数据挖掘与信息处理的综合分析。

3.2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的融合

从大数据需求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实现数据融合

与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在数据仓库的视角下，对业

务数据关系以及数据处理过程等方面进行优化，在建立数

据仓库的视角下，对数据提取过程、数据处理方式等方面

进行优化，满足数据分析与处理的综合需求。因此，数据

仓库与大数据在实现融合中，可实现数据的相互促进、补

充与协作，将大数据技术下的数据仓库处理过程结合在一

起，并对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存储与传输等方面进行优化，

从而实现数据信息的综合处理效果提升。非结构化数据信

息的处理与控制，则是在数据仓库分析与信息处理的视角

下，对 Hadoop 技术与数据仓库结合过程进行优化，并对数

据采集、ETL、存储、处理、提取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

数据信息处理与优化的基础上，将数据信息传输到数据仓

库，从而实现数据处理与分析的目的。在建立数据仓库的

基础上，可以在数据管理层通过数据仓库与 Hadoop 的结合，

对数据处理方式进行优化，并通过数据分工来满足数据处

理与数据分析的综合需求。利用数据仓库对非结构化数据

进行处理，并对数据处理过程以及数据参数等方面进行调

整，提高数据管理与信息处理的综合水平 [6]。

在创建 BI 层的基础上，可对数据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库

进行调整与优化，在实现数据信息处理与数据分解后，对

不同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对实现数据信息处理与数据分

析水平提升等有积极作用。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数据仓

库与大数据技术在融合的视角下，其实际应用中，则可以

通过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等方式，对数据驱动过程以及数

据信息处理方式等进行优化，在实现数据调研与分析中，

可从数据需求设计、ETL、数据建模、元数据管理等方面进

行优化，在突破数据仓库与大数据融合的视角下，可为后

续的数据应用于数据分析处理等提供参考依据。数据仓库

与大数据的融合是在系统平台优化的基础上，对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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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数据处理过程等方面进行优化，从而提高数据分析

与业务处理的综合水平。

3.3 数据分析与数据整合

在创建 BI 层、数据管理以及源数据层的基础上，对不

同数据关系进行整合与处理，可实现数据仓库技术的实际

应用效果提升。在实际应用与处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在数

据分析与业务处理的基础上，对数据关系进行分析，在数

据建模与处理的前提下，利用数据仓库技术，对数据关系

以及数据整合等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满足数据仓库建设与

应用的综合发展需求。在数据仓库的搭建与分析中，可利

用数据传输机制，对数据关系、信息处理过程等方式，落

实数据访问服务。结构化、半结构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处

理分析，则可以在 ETL 处理以及 Hadoop 平台，对不同数据

关系进行调整与处理，在 BI 层实现数据分析与数据优化。

在数据信息处理与分析的过程中，则需要利用数据挖掘的

方式，对数据关系进行处理，从而提高数据分析水平。

4 结语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的融合，则是在数据信息处理的基

础上，对数据库技术的实际应用进行分析，在优化数据管

理机制的前提下，可实现业务数据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则是在数据挖掘与信息处

理的基础上，对数据管理过程、业务处理方式等方面进行

优化，从而实现数据管理与数据信息处理效果提升。在大

数据技术分析与业务处理的基础上，可通过技术融合的方

式，对技术方案以及数据仓库等方面进行优化，通过数据

分析处理与数据信息处理，建立数据架构，并建立数据仓

库与大数据技术融合方案，从而实现大数据业务数据处理

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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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移动互联网主题的移动模型和动态网络的高性能路由

协议包括主机和子网多管阵列，它位于相对稳定的位置，

被定义为特定前缀，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算法上都非常优

秀的移动对象，可以为移动互联网建立动态中介网络。拓

扑关系的频繁变化对分散网络以及路由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

响，消耗了大量的服务处理器与资源。除了保证动态网络

路由协议之外，还要解决动态拓扑管理存在的问题，需要

复杂的移动主机配置的示意图和移动操作的示意图，便于

找到子网内主机之间出现的子网传输与路由问题。为了保

证路由的有效性，需要设计路由协议，分析动态代理网络

所具有的新特征，便于人们发现问题并总结路由协议在新

环境下的理论以及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实时了解动态，便

于路由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协议设计和对象移动。

4. 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组播原理、算法和协议。

组播理论、算法和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现有的 IP 网络，还

可以应用于未来动态变化的网络，为了积极应对网络发展

情况，需要研究动态路由协议理论。例如，对现阶段的固

定网络组播技术以及移动 IP 网络组播技术进行定义，可以

相应地管理和维护移动节点资源的网络变量。另外，根据

网络组播之间的相互协作，为系统提供可靠的连接。在分

析优化分层机制基础上，解决组播与组播树以及地址管理

等问题，特别是节点切换、高速传输机制和组播路径问题

的方法。组播路由协议是保证源组播子网到目标组播子网

的传送，组播路以树形为主，分为最短路径树和共享树两种。

本研究主要就是通过分层移动性管理来将节点与基本多播

传输树分离，避免移动节点对组播结构的影响，并在变化

网络中实现组播管理机制。

4 结语

当前，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成为时代发展重要内容，

分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因此，企业必须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意义和构想出发，

有效地整合当前发展过程的现状，完善计算机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水平，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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