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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

用户行为分析一体机是包含用户行为分析应用软件、大数据平台套件和计算、存储硬件在内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对您而言，可以通过“一

站式”采购得到经过深度测试验证过的智能分析软件、容量和功能可扩展的大数据平台套件以及对于上述系统做支撑的服务器和网络

硬件。

应用模块的功能和特性

应用模块是全渠道用户行为采集、监控和分析产品，通过在手机网站、App、微信等多渠道嵌入采集代码实时收集用户行为数据，采

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海量、分散及碎片化的行为数据价值变现，帮助客户了解渠道推广效果、洞察用户行为特征、优化运营推广策略、

改善网站用户体验，从而最终提高网站整体转化和收入。能够基于流量可监控，行为可洞察，偏好可识别，场景可分析，活动可衡量，

优化可跟踪，效果可评估等七大原则，以数据手段促进渠道运营，产品运营， 用户运营等效率的提升。

用户线上行为识别

访客识别

访客来源

访客属性

……

内容识别

页面名称

页面URL
……

产品识别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产品匙间

……

流程识别

流程入口

流程节点

流程交互

……

触点识别

广告位触点

导航触点

……

功能识别

筛选功能

搜索功能

引导功能

……

渠道识别

SEM
DSP
EDM
PU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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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用户行为分析系统实现从访客    用户    客户的转化：

用户登录时，开发将登录账号（加密）
赋值到uc，行为采集代码把账号写进
去cookie中，有效期为：永久

用户登录时，开发将登录账号（加密）
赋值到login AcctNum采集SDK把值
存放到本地文件夹里，客户每做一次登
录则更新一次。

客户识别模型建设

用户

访客 客户

访客 — 用户 — 客户

行为分析系统建立访客
与用户的映射关系

在网站上注册过的用户：
Web网站加密采集统一通行证号  
App加密采集用户的手机号码没有登录行为的访客：

Web/H5通过随机设备ID识别 
App则通过设备ID识别  
-Android采用IMEI号  
-iOS采用IDFV

绑卡客户： 
行内有核心客户号的客户

生产系统建立用户与
客户的身份映射关系

行为用户识别
（采集系统生成）

登录用户识别
（用户登录时进行赋值）

客户匹配

网站/H5

Android

随机生成唯一值存
放cookie中；有效
期：永久

将设备ID（IMEI）
存储于手机的本地
文件夹里面

大数据平台建立客户ID（cuno）
与登录账号的映射表，以便于通过
登录账号进行映射

大数据平台建立客户ID（cuno）
与登录账号的映射表，以便于通过
登录账号进行映射

用户登录时，开发将登录账号（加密）
赋值到login AcctNum 采集SDK把值
存放到系统的钥匙串里面，客户每做一
次登录则更新一次

iOS

将设备ID（IDFV）
存储于系统的钥匙
串里面，存储后不
再更新

大数据平台建立客户ID（cuno）
与登录账号的映射表，以便于通过
登录账号进行映射

系统特点

数据统计：可以提供流量、内容、转化、路径、访客属性等五大

层面的数据分析统计功能

访客回溯：可以记录某客户在网站上的种种行为

群体划分：可以对特定条件的客户进行群体定位

群体跟踪：可以对特定群体用户进行数据跟踪

功能特点

用户线上行为分析系统通过记录客户每次交互的全过程，分析客户交互行为，包括 : 应用概况分析、用户使用分析、渠道统计分析、

客户留存分析、事件和转化分析、客户体验度量、访问障碍探查、渠道优化分析等。

漏斗 页面热力图 用户画像 使用时长 错误分析 入口页面

访问页面 客群分析 使用间隔 使用频率 版本分析
浏览量
（PV）

沉默用户 启动次数 新增用户 渠道分析 活跃用户
访问数
（PV）

Product:
Apps/Web

自定义事件 流失用户 页面访问路径 网络及运营商 订阅数据
页面链接
点击图

用户区域分布 终端属性 预警通知 轨迹回放 搜索关键字

运营管理

热点分析

预警监控

Customer

客户洞察

客户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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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分析作为基础，将来可以做互联网 + 的延伸：

通过用户行为分析到客户画像到推荐引擎直到智能营销。

用户
行为分析

感知 策略

数字化运营创新应用

执行

客户画像 推荐引擎
社交

营销平台

BA BP BR BS

客户识别
效果监控

客群定位
需求预测

算法适配
场景定义

智能计算
精准营销

实时挽回 推广评估 链路分析 智能账单 智能提醒

大数据平台的功能和特性

本一体机的大数据平台套件采用的是联想企业级数据分析平台（Lenovo Enterprise Analytics Platform，LEAP），是处理企业级

大数据场景的高性能一站式分析平台。

联想 LEAP 平台不仅提供多样的数据采集能力，具备海量数据存储能力和多种高性能计算引擎，还提供能力开放平台（包括：数据开

放、工具开放、资源开放），为企业内外部用户实现数据共享、开发大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提供数据资产管理，

以实现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资产管理、数据质量管理等功能；提供系统运维与监控管理，实现对大数据平台集群进行部署安装、监控

告警及日常管理。

LEAP 平台具有使用简便、运行高效、易于扩展、安全可靠等特点，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实现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融合，给企业带来

极佳的数据计算与分析挖掘能力，辅助发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加快从数据到业务的价值实现。

大数据平台功能

数据集成

大数据平台提供实时、批量等多种数据采集模式，具备支持多种类型的数据采集方式：数据库、本地文件、公有云平台和 Ftp、

dump 等其他类型的数据，能够根据企业的需求快速扩展，同时联想大数据平台也提供网络爬虫模块，以便快速获取外部网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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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存储

联想大数据平台基于 Hadoop 开源生态系统，引入了多种核心功能和组件，对复杂开源技术进行高度集成和性能优化。同时面向基础

设施层进行深度调优。在分布式存储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资源调度管理系统，高效地支持大规模批处理、交互式查询计算、流

式计算等多种计算引擎。

数据资源开放

提供开放的数据处理能力，为应用提供丰富的数据接口，通过多租户方式快速便捷的访问数据。同时提供 SQL 查询工具，可视化报

表展现工具，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可视化、低门槛、高价值的应用分析服务。

数据资产管理

提供元数据，主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据标准、数据安全，数据生命周期等多方面的管理与配置。既满足平台内数据信息资产的管

理要求，又能够独立对外提供综合型数据治理的应用需求。

集群管理

联想大数据平台的运维管理系统，具备便捷的图形化监控运维能力。在提升易用性的同时，可提供软件的自动部署、各节点运行状态

的实时监控、各类用户的权限控制、统一的资源配额调度和系统自动告警等多种功能。

大数据平台特性

部署运维自动化

支持向导式自动
化的平台安装、
部署过程，支持
以本地源提供安
装包；

支持统一的告警
服务，提供消
息、邮件及界面
可视化等多种方
式展示；

支持基于整体平
台或独立组件的
版本升级，并保
障数据的持续
可用；

支持Hadoop组
件的管理功能，
包括添加、删除、
启动、停止等；

支持集群中
节点的自动化配
置，包括主机及
在其上安装的服
务、客户端等；

支持版本升级流
程中的版本回
滚、回退功能。

支持对服务、
组件的定期健康检
查与日志输出；

支持对集群
各节点的可视化、
图形化、指标化监
控，如CPU、存
储、硬盘、负载、
网络等；

海量数据存储与计算

01
02

03
04

05
06

07

HDFS HBase

SQLSQL
IDE Hive

Spark Impala

Hadoop SQL

Java
API SQL

MapReduce
HBase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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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调度

• 支持数据质量的探查与规则化处理、大数据任务的

执行与调度、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库、文件之间的导

入与导出，数据的批量化、定时化处理与调度；

• 支持多数据源的数据集成与整合，包括 Oracle、

MySql、SqlServer 等关系型数据库、文件、

Web 服务等多种类型，支持对接企业已有

ERP、CRM、MES、BOSS等多种类型业务系统；

• 支持可视化的数据采集、转换流程配置，预制数

据处理组件，如数据合并、分拆、替换、查找、

去重等多种操作；

• 支持流程定义与流程调度，可以一次、多次，定

时的执行计划任务；

• 支持流数据实时采集。

数据管理与安全

• 提供完善的元数据管理工具，支

持对元数据的搜索、查找；

• 支持元数据的血缘分析、影响分

析以及数据地图；

• 支持完善的数据版本管理；

• 支持数据质量管理，提供规则库

及自定义规则的配置，支持简单

的数据质量探查与结果报告；

•  支持数据标准的定义。

多租户资源管理

• 支持多租户下的资源管理，基于项

目，提供存储、计算资源的分配、

使用监控与计费；

• 支持在单一租户下项目、用户、权

限的分配，审核与管理；

• 支持基于RBAC的权限管理，在项

目中提供成员、用户组、角色的权

限分配，支持批量或单一的权限授

权，支持到表级的读写权限控制；

• 支持对资源的自动化计费管理。

硬件平台特性

一体机的基础硬件平台采用的是联想新一代企业级服务器 ThinkSystem SR650，它继承了上一代 System x 系列服务器高品质、高

性能和高可扩展性等优点，完美匹配和支撑本方案的应用和大数据软件的运行。

在第三方统计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联想服务器产品的可靠性和客户满意度连续几年获得好评，值得信赖。

联想 x86 服务器连续第五年获得全球服务器可靠性第一

Exhibit 1.IBM Power Systems,Lenovo System x Most Reliable Servers

How much Unplanned Downtime have you experienced,per
server/per annum in minutes in 2017-2018?

IBM Z Systems w/Linux

IBM Power Systems with Linux

Oracle OpenSolaris UltraSPARC T1

Lenovo System x with Linux

Cisco UCS with Linux

HPE ProLiant x86 with Linux

Dell PowerEdge x86 with Linux

Minutes/server/annum

Copyright ©2017 ITIC All Rights Reserved  

Source:ITIC 2017

Oracle x86 with Oracle Linux

HP Integrity Superdome with Linux

29

4.1

3.9

2.1

2.1

0.91

37

33

32

IBM z Systems mainframe class servers 
exhibit true fault tolerance experiencing 
just 0.91 minutes of unplanned per 
server,per annum annual downtime.This is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1.12 minutes per 
server/per annum over ITIC's  2016-2017 
Reliability survey.

IBM Power Systems and Lenovo System x 
runn ing  L inux  have  least  amount  
o f  unplanned downtime 2.1 and 2.1 minutes 
per server/per year of any mainstream 
Linux server platforms.respectively.

88% of IBM Power Systems and 87% of 
Lenovo System x users running RHEL,SuSE 
or Ubuntu Linux experience fewer than one 
unplanned outage per server,per year.

84% of IBM Power Systems Linux users 
experience<10 minutes of unplanned 
server downtime annually.

联想x86服务器连续第五年再次
以强悍的实力取得了 I T I C 
2017-2018全球服务器可靠性调
查最高记录。

Lenovo x86每个服务器拥有五
个九(99.999%)的可靠性，每年
“非计划宕机时间”仅为2.1分钟。
位列x86服务器之首，甚至高于
某些小型机可靠性指标。

Lenovo x86服务器相比于竞争
友商，具有18倍的可靠性优势。

调查报告包括全球范围内超过800个企业客户
的访谈，涉及14个服务器硬件和11个主流虚拟
化平台。

调查报告涵盖时间段为2017年下半年，为取得
公平公正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未授受任何形式
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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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服务器连续第 8 次蝉联全球客户满意度排名第一

1# 2017年，在包括销售、产品、服务和客户忠诚度四项指标在内的24个

要素中，联想服务器24个要素排名第一，总体客户满意度排名
第一1

Source：TBR 2H17

TBR 指标 排名

销售满意度（6项要素） #1

产品满意的（7项要素） #1

服务满意度（9项要素） #1

客户忠诚度（2项要素） #1

在再次购买意愿调查中，联想是唯一的一个受老客户青睐，分数连续3季度增长的公司。

联想连续第8次获得客户满意度调查第一，其中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进行的29项研究中，

有23项为第一；2017年上半年的22项都是第一。

方案常规配置清单

角色 数量 配置

应用模块 1 用户行为分析系统组件一套（4 节点授权）

大数据平台 1 LEAP 联想企业级分析平台系统 1 套（5 节点授权）

服务 软、硬件安装、配置、调优、定制开发

管理节点 1
Lenovo ThinkSystem SR650：Xeon Silver 4114 10C/2.2GHz*2，32GB TruDDR4 *4，4TB 

7.2k HDD*3，Raid5，1GbE*2，10GbE*2，企业版管理模块，冗余电源

集群主节点 1
Lenovo ThinkSystem SR650：Xeon Gold 5117 14C/2.0GHz *2，32GB TruDDR4 *8，4TB 

7.2k HDD*3，Raid5，1GbE*2，10GbE*2，企业版管理模块，冗余电源

集群子节点 3
Lenovo ThinkSystem SR650：Xeon Gold 4116 12C/2.1GHz*2，32GB TruDDR4 *4，4TB 

7.2k HDD*3，Raid5，1GbE*2，10GbE*2，企业版管理模块，冗余电源

采集报表 &

数据库服务器
4

Lenovo ThinkSystem SR650：Xeon Silver 4110 8C/2.1GHz*2，32GB TruDDR4 *2，1TB 

7.2k HDD*6，Raid5，1GbE*2，10GbE*2，企业版管理模块，冗余电源

千兆网络交换机 2 Lenovo RackSwitch G7052：48 个千兆电口，4 个万兆光口

万兆网络交换机 2 Lenovo ThinkSystem NE1032 RackSwitch ：32 个万兆光口

机柜及配件 1 42U 标准机柜配 4 个 P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