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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背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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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经济

战略发展的有力支持

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破百亿 未来将撬动万亿级GDP

优先发展利民产业大数据建设

技术是基石，Hadoop、Spark快速发展

社会

技术

人才
人才缺口

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力支持，市场规模预计到2021年接近千亿级，未来三年仍将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

2021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接近千

亿级，CAGR39.8%

数据出处：工信部研究院，不包含基础设施部分

大数据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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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
2016年新设专业
目前共有270所高职院校申报，208
所院校获批该专业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080910T)
2015年新设专业
目前共有283所本科院校获批该专
业

2015 2016 2017

高职 本科

大数据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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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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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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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

用户各
自独立

实验平
台高效

支持主
流技术

• 实验环境能够承
载每一个用户的
独立实验环境。

• 底层云平台要高效
地利用硬件资源，
保护硬件投资。

• 平台支持大量用户
并发使用，并且用
户之间互不干扰。

主流的大数据实验课程
资源
• Hadoop
• HDFS
• HBase
• Hive
•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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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各
自独立

• 实验环境能够承载每一个用户的独立实验环境。
每一位学生可以操作自己的Hadoop/Spark集群
每一位学生可以折腾自己的实验环境，不会影响他人 多租户云环境

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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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云环境
实验平
台高效

• 底层云平台要高效地利用硬件资源，保护硬件投资。
• 平台支持大量用户并发使用，并且用户之间互不干扰。

容器VS虚拟机的计算资源利用对比  
出自研究报告：《An Updated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Virtual Machines and Linux Containers》

容器为什么快

容器对比虚拟机的优势

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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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能够支持主流的大数据实验

Linux支持主
流技术

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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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实验室必须依托一个基于容器技术建立的实验环境。该环境由一套软件和通用服务器设施

构成，能够承载大数据技术课程资源与实验操作，帮助学生学习到行业中大数据解决方案的最佳实践

经验；在这个环境中，学生可以进行实验规划、实施、分析，也可以进行大数据理论技术拓展研究。

容器云环境 Linux

大数据专业建设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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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实验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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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大数据专业建设助力计划

师资培训

平台试用

课题开发

ü Hadoop大数据存储和分析平台
ü 大数据概论

ü Spark大数据分析平台
ü 大数据挖掘算法和应用

。
。

。

ü 容器云实验平台
ü 平台课程资源
ü 项目实训 。

。
。

ü 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课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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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实战案例》培训实施计划表

时间 内容提要 授课详细内容 实践训练

第一天

上午：大数据概论

1. 大数据典型应用
2. 大数据挖掘流程
3. 数据抓取和爬虫设计
4. 大数据可视化
5. 主流的大数据平台
6. 大数据挖掘算法

1.大数据案例研讨
2.八爪鱼数据抓取工具、
Tableau可视化

下午：Hadoop大
数据存储和分析平
台

1. Hadoop架构
2. HDFS和MapReduce编

程
3. HBase原理及其应用
4. Hadoop数据分析挖掘工

具Mahout使用
5. 新媒体推荐应用案例

1.家庭医生推荐、制造
大数据分析案例研讨
2.数据分析挖掘工具
H a d o o p  H D F S 和
Mahout实验

第二天

上午：Spark大数
据分析平台
 

1. 内存计算
2. Spark基本原理
3. Spark Hive查询
4. Spark数据分析库MLlib
5. 使用Spark解决Kaggle 

Titanic问题
6. 使用Spark分析企业漏税

1.大数据分析案例研
讨
2.Spark数据查询与挖
掘分析实验

下午：大数据挖掘
算法和应用 

1. 分布式挖掘基础
2. 并行决策树算法
3. 并行Apriori算法
4. 搜索引擎中的

MapReduce算法
5. 并行最短路径Dijkstra算

法
6. 并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7. 能源使用预测等应用案例
8. 教育大数据分析案例

基于MapReduce和
Spark MLlib的分类、
聚类算法、关联分析、
回归分析等应用实验

时间 内容提要 授课详细内容 实践训练

第三天

上午：推荐分析挖
掘模型与算法技术
应用

1. 推荐算法原理
2. Spark协同过滤算法程序

示例
3. Item-based协同过滤与

推荐
4. User-based协同过滤与

推荐
5. 个性化推荐案例

基于Spark MLlib的推
荐分析实验

下午：神经网络与
深度学习算法

1. 神经网络算法以及手写体
识别应用

2. 深度学习的常用模型和方
法

① CNN卷积神经网络
② RNN循环神经网络模

型
③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模型LSTM
3. 基于TensorFlow的深度

学习应用程序示例
①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音频质量评价
② 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算

法的云计算负载均衡
③ 基于LSTM的服务机器

人设计
④ 大数据教学经验分享

基于TensorFlow的神
经网络深度学习库实
现文本、声音和图片
数据挖掘

锐捷大数据专业建设助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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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二维码

锐捷大数据专业建设助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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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 平台层。由一套基于容器

云技术构件的实验云平台，

为每一个用户承载独立的

实验环境。

• 资源层。由大数据课程包

构成，为教师/学生提供大

数据课程资源和容器资源。

• 业务层。有面向用户的前

端系统构成。提供大数据

实验教学管理功能。

——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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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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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Centos zookeeper

hbase hive spark

hadoop

——内容容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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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课程包规划

大数据技
术教学资
源包

大数据技术教学资源包，运行在锐捷大数据
实验教学平台中。包含：
《大数据导论》
《Python程序设计》
《网络爬虫技术》
《hadoop基础》
《Hbase基础》
《数据预处理技术》
《Hive数据仓库》
《数据挖掘基础》
《Spark基础》
《流式数据处理》
《数据可视化基础》
包含教学所用的PPT、容器镜像、实验指导
书

大数据项目实践
案例-分项计量大
数据应用系统

分项计量大数据应用系统项目实践，
运行在锐捷大数据实验教学平台中。
包含项目实践PPT、实践指导、容
器镜像、实践数据。

大数据项目实践
案例-观众电影评
价大数据分析应
用

观众电影评价大数据分析应用项目
实践，运行在锐捷大数据实验教学
平台中。包含项目实践PPT、实践
指导、容器镜像、实践数据。

大数据项目实践
案例-双十一淘宝
大数据分析

双十一淘宝大数据分析项目实践，
运行在锐捷大数据实验教学平台中。
包含项目实践PPT、实践指导、容
器镜像、实践数据。

大数据项目实践
案例-网站用户行
为分析

网站用户行为分析项目实践，运行
在锐捷大数据实验教学平台中。包
含项目实践PPT、实践指导、容器
镜像、实践数据。

教学资源包放在平台中

结合容器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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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创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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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实验室

RG-idata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平台

• 数据资产管理
• 大数据应用创新开发
• 为院校提供大数据技术服务
• 与信息中心联动
• 配合RG-UAC

——应用创新与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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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课程包规划

应用开发指南提供应用开发的样例及开发规范，专供需要在RG-IData大数据平台上进行业务应
用创新开发的用户使用，适用于数据采集、批处理、实时流处理、海量数据查询、任务调度等业
务场景的开发。

——应用创新与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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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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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国际班基本介绍

深圳大学国际班是深圳大学计算机软件学院开设的一个专业，全称“深圳大学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采用双语教学（中英），在每年的下学期，在经过一学年的基础课程、

二年的计算机专业课程后将开设一门《大数据导论》的必修课，该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学练合一的

模式：每周固定一个晚上的6点-9点，6-8点钟，在实训室由理论课老师用英语教授大数据的理论，

8点后，由另外的实验老师带班讲解实验。整个学期理论36个课时，实验36个课时，课程结束后，

理论课通过笔试计分；实训考核由学生分组，按组上台演示，接受实验老师的考察，笔试和实验通

过后计入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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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班上实验课基本情况

上机方式：学生自带电脑或者使用实训室Pc通过校园网Web登录.容器平台

讲授方式：由老师在讲台投放大屏，学生跟着老师的实验步骤操作自己的平台镜像

机房环境：一台实体服务器+小型虚拟机资源

资源配置：实体服务器是利旧服务器，小型机划出三个虚拟机，总体资源情况为120核

CPU资源，100G内存，容纳了约40个学生的上机需求

容器云平台：预安装大数据组件，老师、学生都有自己的平台账号，由老师

管理学生的上机，每个学生都用于三个独立的大数据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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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学生、老师上课需求—内置丰富的大数据镜像

n 大数据镜像：内置大数据所有镜像，每个用户都有一套独立环境，每人同时可拥有三个镜像的集群环
境

n 预装大数据周边课程的镜像，方便开展数
据清洗和数据挖掘课程，不同镜像预设不
同的工具，例如：python数据采集内置
爬虫工具，数据清洗工具；python基础
内置PyCharm、python基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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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实验老师教学需求—内置大数据相关的课件内容

内置课程关于理论和实验的所有PPT、word、视频、实验环境
1. 老师将课堂使用的PPT讲义，内置在平台里，学生可以自行查阅。
2. 实验指导书为word版本，方便学生对照练习
3. 实验老师预先录制各个章节的实验短视频，作为老师不在实验室现场时，给学生

参考。
4. 每个课程章节都配备专属该章节的实验环境镜像，该章节要求的所有编程工具和

环境变量都预设好，供学生立刻开展实验



|  www.ruijie.com.cn29

如何满足学生课堂上的实操需求—采用分屏模式

n 采用分屏模式，左边为实验指导书，右边为大数据集群环境，学生按照实验指导书，边看边敲，大
受学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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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实验老师对教学过程的把握

n 每个学生完成了课件浏览、
进入实验后，后台都会标志
学习状态为“已完成”，没
完成的以感叹号表示，这些
数据将会传到老师的账号，
以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

n 每个学生登录平台、操作平台、
进入实验室都有记录，以监控学
生的学习勤奋度

发这些u
获取学生的行为轨迹有助于老
师进行过程性教学，并在学期
末作为考勤分权衡学生是否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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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期末时期大作业需求—以项目实训模块开始

n 无论期末大作业是数据清洗任务、数据挖掘任务，还是大数据分析任务都由项目实训模块完成，学生按3-
5人成一组，平台内置GIT 服务，每组提供账号密码，组内成员各领任务，各自完成代码，集中传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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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期末时期大作业需求—老师在大作业过程可在线查学
生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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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期末时期大作业需求—当要做大数据量运算时，可调
配每组的服务器资源

n 当学生因为实训课题需要时，

可向老师提出扩大资源，以满

足大数据量运算，

n 一般实训的镜像都占用5G内存，

8核心CPU，老师完全可以根据

学生的实际需求，预估平台的

使用量，分配给学生合适的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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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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