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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等级 联盟评测大纲 华为大数据认证 

联盟 1级 大数据技术综合能力。具体包括：计算机基础，

大数据基础知识，数据操作和处理、数据分析

方法、数据可视化方法。 

 

联盟 2级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编程实践能力。具体包括：

数据采集与分发、数据存储、批式数据处理、

流式数据处理、图计算、数据仓库管理、数据

分析、资源管理与调度。 

基于开源 Hadoop 与华为大数据平台 FusionInsight HD 的技术原理与

应用。主要包括： 

（1）大数据行业与技术发展趋势； 

（2）常用大数据组件基础技术原理与应用（包括数据存储 HDFS、HBase；

数据查询 Hive；批处理 MapReduce、Spark； 流处理 Streaming、Flink； 

数据交换 Loader以及 Hadoop基础组件 Yarn、Kafka、ZooKeeper）； 

（3）FusionInsight 华为解决方案和行业案例。 

联盟 3级 面向场景的大数据解决方案设计与应用系统

开发能力。具体包括：大数据应用开发基础、

面向离线批处理场景解决方案、面向实时检索

场景解决方案、面向实时流式计算场景解决方

案、面向大数据融合数仓场景解决方案。 

 

 

华为大数据认证 HCIP 有两个方向，任一方向均单独授予 HCIP 证书。 

方向 1：【大数据开发】 

基于开源 Hadoop 与华为大 FusionInsight HD 的大数据应用开发。主

要包括： 

（1）大数据应用开发的总体开发流程与指导（包括大数据主流技术、

场景化的解决方案及应用开发流程）； 

（2）基于大数据常见应用场景（离线批处理、实时流计算、实时检索、



 融合数仓）的应用开发案例及综合实验； 

（3）基于大数据常用应用场景介绍大数据常用组件的二次开发（包括

数据存储 HDFS、HBase；数据查询 Hive；批处理 MapReduce、Spark； 

流处理 StructuredStreaming、Flink； 数据交换 Sqoop、Loader；搜

索引擎 ElasticSearch；图存储和并行计算 GraphBase；Hadoop基础组

件 Yarn、Kafka、ZooKeeper；华为分布式 OLAP 数据库 GaussDB OLAP

以及相关组件或工具 Redis、Kettle等） 

 

方向 2：【大数据运维】 

基于平台和框架的大数据集群和分布式 OLAP数据库的运维。主要包括： 

（1）华为大数据平台 FusionInsight HD 集群的集成设计和安装部署； 

（2）集群组件使用及调优； 

（3）数据安全、审计和多租户管理； 

（4）日常巡检、升级扩容和备份容灾； 

（5）分布式 OLAP数据库 GaussDB OLAP的管理运维以及运维技术的展

望。 

 

联盟 4级 大数据系统性能调优、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设

计、数据安全管理和行业应用等。 

华为大数据认证 HCIE 有两个方向，任一方向均单独授予 HCIE 证书。 

方向 1：【大数据挖掘】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挖掘。主要包括： 

（1） 数据预处理和特征选择； 

（2） 数据挖掘的主要流程和常用算法、模型评估； 



（3） 基于 Spark MLLib实现大数据挖掘； 

（4） 大数据挖掘思路与案例，大数据架构和大数据治理； 

（5） 数据挖掘的综合应用； 

（6） 华为云机器学习服务。 

 

方向 2：【大数据分析与管理】 

数仓架构设计、数据治理以及基于业务的数据分析。 

主要包括： 

（1）数据仓库规划设计与建模； 

（2）数据仓库架构管理； 

（3）主数据与元数据管理； 

（4）数据分析理论与常用工具； 

（5）数据分析思路与案例解析； 

（6）大数据治理基础。 

 



1. 计算机基础 

a)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C/C++、Java 和 Python任选一种） 

b) SQL基础 

c) Linux基本命令和操作 

2. 大数据基础知识 

a) 大数据定义 

b) 大数据基本特征 

c) 与传统数据分析的区别 

d) 大数据分析流程 

3. 数据操作和处理 

a) 数据格式转换 

CSV、JSON 与 XML互相转换 

网页信息抽取 

b) 数据加工与清洗 

缺失值填充 

重复值删除 

数据替换 

异常值检测与过滤 

4. 数据分析方法 

a) 基本数据统计方法 

中心位置：众数、中位数、均值 

分散程度：方差、极差 

分布程度：偏度、峰度 

b) 机器学习方法 

监督学习方法：分类分析、回归分析、决策树 

非监督学习方法：聚类分析、关联分析 

5. 数据可视化方法 

a) 文本数据可视化 

b) 时空数据可视化 

c) 高维数据可视化 

d) 网络和层次化数据可视化 

 

 

  



1. 数据采集与订阅分发 

a) Kafka编程应用 

b) Flume编程应用 

2. 大规模数据存储原理与编程应用 

a) 分布式文件系统工作原理 

b) 非关系型数据库工作原理 

c) HDFS编程应用 

d) HBase编程应用 

e) Redis编程应用 

f) MongoDB编程应用 

3. 批式数据处理原理与编程应用 

a) MapReduce 工作原理 

b) Hadoop编程应用 

c) Spark编程应用 

4. 流式数据处理工作原理和编程应用 

a) 流式计算工作原理 

b) Spark Streaming 编程应用 

c) Storm编程应用 

5. 图数据处理工作原理和编程应用 

a) 图计算工作原理 

b) Giraph编程应用 

c) GraphX编程应用 

6. 数据仓库管理 

a) 数据仓库管理基础 

b) Hive编程应用 

c) Spark SQL 编程应用 

7. 大规模数据分析 

a) MLLib编程应用 

b) Mahout编程应用 

8. 资源管理与调度 

a) ZooKeeper 工作原理 

b) Yarn工作原理 

 

 

  



1. 大数据应用开发基础 

a) 大数据发展趋势 

b) 大数据主流技术及其演变 

 

2. 面向离线批处理场景解决方案 

a) 业务场景和应用需求分析 

b) 数据流图与系统架构设计 

c) 基于核心组件的应用开发 

 

3. 面向实时检索场景解决方案 

a) 业务场景和应用需求分析 

b) 数据流图与系统架构设计 

c) 基于核心组件的应用开发 

 

4. 面向实时流式计算场景解决方案 

a) 业务场景和应用需求分析 

b) 数据流图与系统架构设计 

c) 基于核心组件的应用开发 

 

5. 面向大数据融合数仓场景解决方案 

a) 业务场景和应用需求分析 

b) 系统架构设计 

c) 基于核心组件的应用开发 

 

 

  



1. 大数据系统性能调优 

a) 核心组件性能调优 

b) 系统整体性能调优 

 

2. 数据挖掘算法设计 

a) 数学基础知识 

b) 特征选择与降维 

c) 监督学习算法 

d) 无监督学习算法 

e) 模型评估与优化 

 

3.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a) 大数据安全 

b) 大数据隐私保护 

c) 大数据安全技术发展 

 

4. 大数据行业应用 

a) 金融大数据 

b) 交通和旅游大数据 

c) 政务大数据 

d) 医疗大数据 

e) 教育大数据 

f) 物流供应大数据 

g) 工业大数据 



1、 大数据行业与技术趋势 

a) 大数据时代 

b) 大数据的应用领域 

c) 大数据时代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d) 华为大数据解决方案 

2、 H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 

a) HDFS概述及应用场景 

b) HDFS在 FusionInsight HD产品的位置 

c) HDFS系统架构 

d) 关键特性介绍 

3、 MapReduce 分布式离线批处理和 Yarn 资源协调 

a) MapReduce 和 Yarn基本介绍 

b) MapReduce 和 Yarn功能与架构 

c) Yarn的资源管理和任务调度 

d) 增强特性 

4、 Spark2x 基于内存的分布式计算 

a) Spark概述：概念、应用场景、特点、生态圈 

b) Spark原理与架构：Spark Core、Spark SQL和 Dataset、Spark Structured 

Streaming、Spark Streaming 

c) Spark在 FusionInsight HD中的集成情况 

5、 HBase 分布式 NoSQL数据库 

a) HBase 基本介绍：概念、应用场景、存储模型 

b) HBase 功能与架构 

c) HBase 关键流程：写流程、读流程 

6、 Hive 分布式数据仓库 

a) Hive概述：简介、应用场景、Hive 在 FusionInsight HD中的位置、Hive

与传统数据仓库比较、Hive的优点和缺点 

b) Hive功能与架构 

c) Hive基本操作 

7、 Streaming 分布式流计算引擎 

a) Streaming 简介：简介、场景、Streaming 在 FusionInsight HD中的位

置 

b) 系统架构 

c) 关键特性介绍 



d) StreamCQL 介绍 

8、 Flink 流计算处理和批处理平台 

a) Flink概述：概述、特点、应用场景、关键特性 

b) Flink原理与技术架构 

c) Flink在 FusionInsight HD中的集成情况 

9、 Loader 数据转换 

a) Loader简介：定义、应用场景、Loader 在 FusionInsight中的位置、特

点 

b) Loader作业管理 

10、 Flume 海量日志聚合 

a) Flume简介及架构 

b) Flume关键特性介绍 

c) Flume应用举例 

11、 Kafka 分布式消息订阅系统 

a) Kafka概念 

b) Kafka应用场景 

c) FusionInsight 中 Kafka功能 

d) Kafka架构与功能 

e) Kafka关键流程：写流程、读流程 

12、 ZooKeeper 集群分布式协调服务 

a) ZooKeeper 简介 

b) ZooKeeper 在 FusionInsight产品的位置 

c) ZooKeeper 系统架构 

d) ZooKeeper 关键特性介绍 

e) ZooKeeper 与 Hadoop其他组件的关系 

13、 FusionInsight HD 解决方案介绍 

a) FusionInsight 概述 

b) FusionInsight 特性介绍 

c) FusionInsight HD 成功案例 
  



1、 大数据应用开发总指导 

a) 大数据主流技术：大数据发展趋势、大数据主流技术、大数据技术演变 

b) 大数据场景化解决方案 

c) 大数据应用开发：技能要求、大数据应用开发流程、跟传统开发差异对

比 

2、 大数据离线处理场景化解决方案 

a) 离线批处理方案介绍：业务场景、离线批处理概念、核心诉求、所需组

件介绍、数据流图 

b) 离线批处理组件的介绍、技术原理、参数属性、重要配置等，包括数据

存储 HDFS，数据仓库 Hive，离线分析 SparkSQL，数据集成工具 Loader、

Sqoop、Kettle 等 

c) 离线批处理实际案例 

3、 大数据实时检索场景化解决方案 

a) 实时检索场景方案：应用场景，实时检索特征，核心诉求，所需组件介

绍，数据流图，HBase、ES和 GraphBase 的联系与定位 

b) 分布式数据库介绍、技术原理、参数属性、重要配置等，包括 HBase、

ElasticSearch 和 GraphBase等 

c) 实时检索实际案例 

4、 大数据实时流计算场景化解决方案 

a) 实时流计算应用方案：应用场景、实时检索特征、核心诉求、所需组件

介绍、数据流图 

b) 实时流计算组件的介绍、技术原理、参数属性、重要配置等，包括 Flume、

Kafka、Flink、SparkStreaming、Redis等 

c) 实时流处理配置方案及成功案例 

5、 大数据融合数仓场景化解决方案 

a) 数据仓库背景介绍：数据仓库概念、行业案例、核心诉求 

b) GaussDB OLAP 介绍：简介、架构、数据分布、分布式查询、高可用能力、

数据分区管理、数据并行导入、高并发性能、SQL、存储过程、其他操作 

c) 融合数仓案例 
  



1、 华为大数据平台 FusionInsight HD 集群的集成设计； 

a） 集群组网设计 

b） 集群节点部署设计 

c） 集群磁盘及服务规划 

d） LLD 工具使用 

e） 集成设计案例 

2、 大数据集群的安装部署 

a) 安装前准备环境及软件 

b) 安装步骤 

c) 安装后检查 

d) 安装常见问题处理 

3、 集群组件使用及调优 

a） HDFS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b） Yarn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c） Spark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d） HBase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e） Hive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f） Kafka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g） Flink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h） ElasticSearch 部署、管理、参数配置调优及问题解决和故障恢复 

4、 数据安全和审计管理 

a） 帐号管理 

b） 权限管理 

c） 审计管理 

d） 数据安全 

5、 多租户管理 

a） 多租户概述 

b） 多租户架构 

c） 创建租户 

d） 管理租户 

e） 资源分配及调度 

f） 资源池的使用：静态资源池的使用和动态资源池的使用 

6、 日常巡检 

a） 功能介绍 



b） 维护工具 

c） 日常巡检维护操作 

d） 监控信息查看 

e） 告警日志管理 

f） syslog/SNMP 配置 

g） 高危操作说明 

7、 系统升级扩容 

a） 系统升级 

b） 补丁升级 

c） 主机扩容 

d） 服务扩容 

8、 集群备份容灾 

a） 热备，冷备，容灾双活介绍 

b） 备份 Manager数据 

c） 备份 NameNode 

d） HBase 容灾介绍 

e） 容灾数据测试 

9、 分布式 OLAP 数据库 GaussDB OLAP的管理运维以及运维技术的展望 

a）集群管理运维及配置 

b）存储方式和空间管理 

c）资源负载管理 

d）数据库调优及监控 

e）数据迁移 

f）运维技术的展望 
 



1、 数据挖掘介绍 

a) 数据挖掘概述 

b) 数据挖掘流程 

c) 数据、属性和度量 

d) 数据挖掘开发工具 

2、 预备知识 

a) 数学基础知识：矩阵和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信息熵与基尼系

数以及最优化 

b) Python基础知识：Python语言基础、数据采集与爬虫以及数据可视化 

c) 大数据应用开发：技能要求、大数据应用开发流程、跟传统开发差异对

比 

3、 数据预处理 

a) 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数据抽取、数据转换、数据加载、ETL 和 ELT介

绍 

b) 数据清洗：缺失值处理、异常值处理 

c) 特征处理：特征缩放、数值离散化、特征编码、时间数值转换 

d) 不均衡数据处理：重新采样、K-fold、一分类、组合不同重采样数据集  

4、 特征选择与降维 

a) 特征选择：特征选择概述、Filter、Wrapper、Embedded、其他方法和特

征扩增 

b) 降维：降维概述、SVD、PCA、LDA、LLE 

5、 有监督学习 

a) 有监督学习的预备知识 

b) 线性回归 

c) 逻辑回归 

d) KNN 

e) SVM  

f) 朴素贝叶斯、 

g) 决策树 

h) 集成算法 

6、 无监督学习 

a) 聚类算法：聚类分析概念、基于原型聚类、基于层次聚类、基于密度聚

类 

b) 关联规则算法：Apriori算法、FP-growth算法 



7、 模型评估与优化 

a) 模型评估与优化预备知识 

b) 最优化模型 

c) 模型评估与选择 

d) 正则化 

8、 数据挖掘综合应用 

a) 数据挖掘的流程 

b) 综合应用的案例分析 

9、 Spark MLlib 数据挖掘 

a) Spark MLlib 基础入门 

b) 基础统计分析 

c) 特征提取和转换 

d) 分类与回归 

e) 聚类与降维 

f) 关联规则与推荐算法 

g) 评估矩阵 

10、 华为云机器学习服务 MLS 

a) 华为云机器学习服务 MLS概述 

b) 申请华为 MLS 服务 

c) 创建华为 MLS 工作流 

d) 典型算法的应用 

e) 华为机器学习平台 FusionInsight Miner  

11、 大数据架构和大数据治理 

a) 大数据架构 

b) 大数据治理 

12、 大数据挖掘 

a) 数据挖掘背景 

b) 银行客户精准画像案例 

c) 提升信用卡安全案例 

d) 城市环境质量分析挖掘案例 
 



1） 数据管理与分析概述 

a） 数据管理职能 

b） 数据分析初探 

c） 数据分析的价值 

2） 预备知识 

a） 通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和设计概述 

b） NoSQL 数据库管理和设计概述 

c） OLTP 和 OLAP概述 

d） 数据库、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概述 

3） 数据仓库规划设计与建模 

a） 数据模型 

b） 数据建模方式 

c） 数据仓库逻辑建模 

d） 数据仓库物理建模 

4） 数据仓库架构管理 

a） 架构框架 

b） 企业架构 

c） zachman 架构框架 

d） 架构管理基本流程 

5） 主数据与元数据管理 

a） 主数据管理标准与保障体系 

b） 主数据管理实施要点 

c） 元数据定义 

d） 元数据战略 

e） 元数据管理 

f） 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和数据治理的关系 

6） GaussDB-OLAP 分布式数据仓库 

a） 分布式数据仓库概述 

b） 基本架构介绍 

c） GaussDB-OLAP SQL特性介绍 

d） GaussDB-OLAP数据库设计 

7） 企业如何开展数据分析 



a) 数据分析类型（横向） 

b) 数据分析流程（纵向） 

c) 数据采集与整理 

d) 确定分析模型 

8） 数据分析工具 

a) 需求梳理工具 

b) 数据采集、存储工具 

c) 数据探索整合工具 

d) 数据分析建模工具 

e) 数据分析结果呈现工具 

9） 数据分析思路与案例解析 

a） 案例 1：金融背景下的精准化营销 

b） 案例 2：警务大数据治理应用案例； 

c） 案例 3：嫌疑人串案智能推荐 

d） 案例 4：运营商大数据应用案例 

10） 大数据治理基础 

a） 大数据治理规划 

b） 设计项目组织架构 

c） 数据标准管理 

d） 数据质量管理 

e） 数据安全与隐私管理 

f）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g） 大数据治理服务价值 

h） 大数据治理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