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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科教授眼中的大数据：
多、快、糙、耗？
文 > 祝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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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我是一个文科男。最

司，长期为企业做BI应用工具。他们一直在做大

近莫言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说了一句话，文学不是

数据的工作，所以觉得现在讲的大数据中的所有

科学，文学是做无用的东西。我想说明一下文学

东西早已有之，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从这个角

不等于文科，文科的面更广，可以进一步分为人

度讲大数据有点泡沫，有点夸张。当然，我们做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历来与数据打

实证研究的人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说法，大数据的

交道，当然以前用的都是小数据，数量少、速度

宣传中确实有些地方有点夸大，但没有夸大到虚

慢、耗工时，但是质量好、也省资源，符合现在

假谎言的地步。

的绿色理念。我根据长年研究小数据的经验出

什么是大数据？最流行的定义是4个V:

发，讲讲对大数据的一些看法，其实也是社会科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alue。我觉得

学界的一些共识。读者看完后也许会同意，文科

这4个V大致与中文里的“多、快、好、省”四

（或者社会科学）与科学一样，做的东西也是有

个字相对应。这四个字当中，有些是理论上应该

用的。

实现的、有些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但有些现

眼下大数据正是大热。我做了个小统计，
SCI/SSCI期刊上已发表270篇有关大数据的研
究论文，大部分是最近一两年内出现的。其中
来自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最多，分别占了

在还有差距。大数据是不是真的多、快、好、
省？我下面逐一谈谈。

大数据之“多”

27%；其次是医学生物化学（20%）和基础研究

大数据首先就是数据多。这一点大家讲的

的数学、物理等（11%）；最少的是工商管理

很多，似乎没有什么分歧。其实不尽然。关键在

（8%）和社会科学（7%）。我涉及的就是最后

于我们用的是总体数据、样本数据、还是局部数

这15%的研究。

据。什么是总体数据？大家都明白。最直观的例

我有幸加入了中国计算机学会最近成立的大

子就是每10年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对全体居

数据专家委员会，也参与了委员会对大数据研究

民进行人口普查，其结果就是总体数据。中国最

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的评选工作。按照我

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在2010年，发现有13.8亿人。

的理解，最近委员会发布的对大数据研究的八个

样本数据也不难理解，通过抽样获得。如人口统

热点问题和十大趋势，应该是全球范围内至今最

计，除了每10年的普查，国家人口中心每年还要

系统的一些看法和表述。当然美国和欧洲的各个

做千分之二的抽样调查，用得到的样本数据来估

机构、商业、学术团体都有一些非常精辟、精彩

计每1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中国人口增长的变

的看法，但从全面性讲这可能是第一个文件。

化。局部数据呢，则是总体数据的一个子集，但

大数据这个概念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出

不是通过随机方法从总体中抽出来的，而是用各

现了很多批评的意见。也许大家都见过这一条报

种便利或现存的方法得到的。局部数据往往比样

道，Sybase的技术总裁Irfan Khan认为，“大数

本数据大很多，但两者有严格的区别。

据是一个大谎话”。Sybase是做一家数据库的公

这些都是常识。我们来看看大数据的情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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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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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理论上讲大数据指的应该就是总体数据。

色），人为的设定一些限制，使得正面数值更容

但实际上，由于技术、商业、保密和其它原

易出现，结果紧密的多（即误差小了），但其平

因，除了少数大数据的原始拥有者（例如淘

均数往右上方向偏，即精确但不准确。如果依靠

宝、新浪微博、国家电网、教育网等，他们也

局部数据，被局部数据的海量规模所迷惑，其实

许是真正掌握了总体数据的），对于绝大多数

是害死人的。

的第三方来讲，现在大家讲的大数据，基本上

历史上有过很多案例，显示了局部数据大而

都不是总体数据而是局部数据。注意，这种

无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一般都会讲到是美

局部数据，哪怕占了总体的很大一个百分比

国1936年的总统选举。当时有两家公司在做选举

（70%、80%），既不是总体数据、也不是抽

预测。一家是《文学摘要》杂志，随着杂志给读

样数据。因为哪怕是缺了10%、20%的个案，

者寄问卷，回收了250万份问卷。当时全美选民

局部数据跟总体也许就有很大的差别。

大概是1亿左右，250万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局部

三种数据中，如果只考虑质量、不计成本、

数据了。他们经过分析，预测共和党蓝顿比民主

效率等其它因素，总体数据最靠谱，其次是样本

党罗斯福领先14%，以绝对优势当选。另外有一

数据、最不靠谱的是局部数据。我相信很多工科

家是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那时只是刚起步的一

男并不认同最后这句话。在我们看来，样本数据

个小公司，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5万人，预

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比局

测将是罗斯福以56%的得票率当选。最后选举结

部数据要更有价值，更可靠。图一是我做的一个

果罗斯福战胜蓝顿，也即盖洛普的小样本战胜了

模拟，随机产生了一万个数值（蓝色），姑且

《文学摘要》的大局部数据。因为当时订购杂志

把它当作是总体。我从中随机抽了500个值（红

的人更有钱，所以对共和党更支持。数据只是大

色），这个样本看上去很稀疏（即误差大、不够

而不具有代表性，后果更差。

精确），但是它对总体的代表是很好的，即在X

数据的信息量，一方面是由个案多少决定

和Y轴上的平均数都与总体相同，都在原点上。

的，另一方面是由变量（即个案的特征值）多少

我再抽8000个值（即总体80%）的局部数据（绿

觉得的。社会科学家们用的数据是个案少、变量
多。理想中的大数据，不仅要个案多，而且要变

总体数据 局部数据 样本数据

量多。我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大数据仅仅是个案
多，变量并不多，与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小数据正
好相反。个案多、变量少的数据结构是我们面临
的大数据的基本现实。造成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人
只掌握了一小部分变量，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孤
岛。只有通过分享、整合才能产生多个案、多变
量的真正的大数据。

大数据之“快”
现在对大数据的处理方法，以单位速度计，
肯定是快。但是，光讲效率不讲效果是没有意思
的。我还是用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慢的例子和现在
的大数据的一些基本方法来做比较。我们做的都
是手工标注，大数据主要是自动分类。从规模上
是没办法比的，我们一般一个样本只有几千个，
现在几百万是小数据的，成百上千亿才是常态
的。从准确率来讲，人工永远超过机器的。有人
统计过，我自己观察到，机器学习的准确率平
均差不多在80%左右，当然也有些做自然语言处
理、人工智能的会说某一个特定的项目能做到
90%。但是如果把所有的研究都拿来平均一下，
80%也许是比较乐观的记录。人工情况下基本能
做到90%、95%，一般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不接

总体数据（100％）

局部数据（80％）

样本数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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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大数据是好，但是大数

另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准确率？我们的

据在哪里？如果我们拿不到大数据，就是一个橱

一般方法是对同样的内容有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分

窗里面的蛋糕，只能在外面观赏。我们可以把大

别独立（即背靠背、互不知情）的进行标注，最

数据分成几种，小规模、中型规模、巨型规模。

后计算相互的相似度，来估计准确率。而大数据

小规模的数据非常多，免费就可以得到。中规模

的处理，如果是全自动无监督的学习，其结果的

数据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免费的或者是低成本

准确率其实是无法知道的。现在大家都在抓网上

的。真正巨型规模的大数据其实是得不到的。做

内容做预测，到底预测准不准，也许永远是一个

应用也好，做工具服务的也好，都必须面对这一

未知数。从误差来讲，人工判断有误差，但这些

现实。

误差都是个人误差，如果有几个人同时做的话，

第二是我们真的有处理和分析大数据的能力

其误差可以互相抵消。机器学习的误差是系统性

吗？我认为现在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并不发达，现

的，如果你知道偏在哪儿，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它

在所用到的绝大部分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小数据问

改过来，但误差偏在什么地方一般是不知道。这

题的，用来解决常态数据的。对异态数据的统计

就是我刚才讲的，局部数据问题在系统误差，到

工具，现在基本上没有。最近《科学》杂志发表

底是往左偏，还是往右偏，偏高了还是偏低了并

的一篇文章中报告了用于大数据两元相关分析的

（Human Brain Project），这

不知道。所以，按照我们的看法，人工处理的小

一种方法。学过统计的都知道，小数据的两元相

是到目前位置规模和意义最重大

样本数据，研究结果是准确的，但是不够精确，

关分析是一百多年前就有了的。也就是说，我们

的人脑重现项目。

即不够稳定。机器学习的方法倒过来，因为你有

处理大数据的能力还是处在起步的阶段，相当于

海量的数据，非常精准。其实精准这个词从英文

19世纪80年代的小数据水平。当然，我们肯定不

里面是precision，只有精确的意思而没有准确

需要再用120年的时间才能使大数据分析能力达

(correct或accurate)的意思。精而不准是目前大

到今天小数据的水平。但是，我们必须对大数据

computing）和“神经机器人”

数据的一个问题。大家很自然的会想到，我们需

分析能力的现状有客观和足够的认识。

（neurorobotics）打造新的平

要把人工标注和自动分类结合起来，做有监督的

总之，我对大数据的看法既不是完全乐观

台，可以让研究员根据大脑的架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质量是由训练集的质量、

的，也不是完全悲观的。大数据肯定代表了一个

构和电路开发新的计算系统和机

训练集的规模和学习的算法三方面决定的，而这

新世纪、新纪元的到来。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也是

三者的重要性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的，最重要的

客观存在的。但是数据的应用、数据的分享，其

是训练集的质量，也即人工标注的质量。

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数据的存储与分析，其实

人类大脑 VS 大数据
国外媒体报道，一个国际研究团
体日前获得16亿美元融资，以资
助雄心壮志的“人类大脑项目”

根 据 参 与 该 项 目 的 科 学
家 ， 该 项 目 为 “ 神 经 计
算”（neuromor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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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准确率低于95%的论文。

器人。研究员将尝试一点一点地
重现建设人类大脑，逐渐将这些
认知部件加入到一个总体的超级

还是刚刚开始。现在是商业和社会应用远远走在

电脑中。

大数据之“省”
这里的问题是省了人工，还是省了能源？大

了科学研究的前面。有志于大数据研究的科学
家、社会科学家们要努力赶上。

数据肯定省了人工，但同时在耗能。这是一个环
保的大问题，我不展开讲，实际上大数据是惊人
的耗电。如果现在才开始规划，不注意的话，也
许几年以后大数据就成为一个新的污染重工业。
我听说某些地方在建大数据中心，搞几百万台服
务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所耗用的能源和所产
生的辐射，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现在的各种数
据每年递增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存储能力的
递增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的存储材料
有突破，不然我们必须要想好一个问题，真的能
够把总体数据保存下来吗？中国联通的数据只能
保存4个月，然后必须删除以保存新数据。我认
为出路还是在抽样，把大数据变小。

大数据之“好”
大数据一定比小数据好吗？这个问题是所有
问题的核心，现在还没有答案的。我认为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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