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o4j图数据库概述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库平台

俞方桦博士
Joshua.yu@neo4j.com

Neo4j APAC,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2018 - 2019



图数据库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数据库技术

图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大数据是内在关联的数据

社交网络：人群关联 业务流程：事件关联 内容网络：知识关联

风险管理、供应链管理、支
付处理等等。

员工、顾客、供应商、合作
伙伴、具有影响力的人群等
等。

企业内容管理、领域相关
内容、电子商务等等。

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数据的规模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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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智能的决策高度个性化 大规模数据集成数据驱动的发现和创新

产品推荐
个性化的医疗健康

媒体和广告

欺诈防范
网路分析
有效执法

新药开发
情报和犯罪检测
产品和流程创新

360度全方位客户视图
国家和行业规范

营运优化

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联是成功转型的重要基础

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

价格优化
产品推荐
资源分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流趋势

创造新的价值需要创新性地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



业务用户数据科学家

企业应用

基于图的分析
• 舆情分析

• 客户细分

• 机器学习

• 识别型计算

• 社区检测

基于图的业务应用
• 实时推荐
• 主数据管理
• 基于图的关联搜索
• 欺诈检测
• 网络安全
• 实时影响分析
• 故障定位

基于图的可视化
给予业务用户针对大规
模关系网络图的可视化
分析界面，提高决策能
力、缩短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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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库是分析数据间关联的最佳技术

注：这里的图(Graph)指的是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中的“图论”，而非图表(chart)、图
片(picture)。



Neo4j图数据库平台架构



交易型图数
据处理

分析型图数
据处理

数据集成

开发、部署和
管理

分析工具

驱动和API
(Python, Java, JavaScript, R …)

发现和可视化

开发人员

管理员

应用 业务用户

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

流数据 / 
实时更新

ETL / 批量更新

- 原生的图数据库
- Cypher查询语言
- 集群和高可用性

Neo4j图数据库平台(版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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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 
Browser

Neo4j 
Desktop

Neo4j 
Bloom

Neo4j 
E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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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图数据库平台应用架构 (版本3.4)



Neo4j与其他数据库的主要区别 –原生图数据库

可视化

查询语言

处理

存储

非原生图数据库原生图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

专门针对图数据处理而优化



无需麻烦的索引，关系遍历查询也可以
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无需索引的关系遍历
与其他任何数据库所不同，Neo4j在存储数
据的同时存储数据之间的关联。

Neo4j的原生化图存储提供最高效的关联查询

“Neo4j的查询性能比我们原先使用
的MySQL要快上千倍，而代码长度
却只有1/10甚至1/100。”

– Volker Pacher, 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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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比较1：Neo4j和关系数据库

测试用例：搜索朋友的朋友时的查询响应时间比较

来源: Graph Databases 2nd Edition, O’Reil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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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ness and Size of Dat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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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al and 
Other NoSQL 
Databases

0 to 2 hops
0 to 3 degrees
Thousands of connections

1000x 

Advantage

Tens to hundreds of hops 
Thousands of degrees
Billions of connections

Neo4j

“Minutes to 
milliseconds”

Real-Time Query Performance

性能比较2：查询性能与数据库规模的关系



Neo4j图数据库平台特点



• 业务运行的交易型数据(OLTP)

• 分析型应用的数据负载

• 完全支持ACID

实时交易和分析型数据处理

• 交互型的图/网络数据操作

• 将数据以图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更易于发
现在浏览彼此孤立的数据表时所无法发现
的关联

关系的发现和可视化

• 原生化的属性-图模型

• 动态的数据库模式极大地方便
了异构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灵活性

• 独创的Cypher查询语言：面向数据专家的
声明性查询语言

• 支持可扩展的存储过程(Java)

• 最活跃的全球开发和使用者社区

易于开发、测试和部署

• 无需索引的关系遍历能节省90%的CPU

• 相比其他数据库平台，能节省90%的硬件
资源

更高效的硬件使用率

Neo4j图数据库的特点

高性能
• 无需索引的关系遍历

• 每秒数百万次的关系节点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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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数据库

中间件

分析平台

批量文件

关系数据库

Neo4j 支持广泛的集成技术和平台

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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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AI算法
知识图谱

机器学习



PaaS

DBaaS

IaaS

Neo4j 可以部署到任何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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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下载、安装和配置



Neo4j的图数据库产品有多个版本：

• 社区版 (Community)

开源、免费、单机数据库、非商用环境、社区支持

• 企业版 (Enterprise)

闭源、基于CPU内核的许可证、集群、商业环境、专业支持，丰富的应用支持(例

如Bloom)

• 桌面版 (Desktop)

包含限期使用的企业版数据库，以及开发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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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版本



• 社区版和企业版

绿色软件、解压ZIP文档到特定目录下即可。

• 桌面版 (Desktop)

Windows和MacOS的安装程序。需要实时Internet连接下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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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安装



Neo4j的图数据库产品有多个版本：

• 社区版和企业版

JDK 1.8；Windows或Linux。

• 桌面版

自带JDK。

• 系统需求(最低)：

2 CPU内核，4GB内存，10GB硬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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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系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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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目录结构











安装目录
配置文件目录
数据目录
导入文件目录
服务器端扩展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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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目录结构 –桌面版



23

Neo4j的基本配置(单服务器)

<neo4jserver>\conf\neo4j.conf是唯一的配置文件。
# 缺省数据库名
dbms.active_database=graph.db

# 缺省路径
dbms.directories.data=C:/Users/xxxx/yyyy/Neo4j

# Java堆内存配置：数据库更新事务
dbms.memory.heap.initial_size=2g

dbms.memory.heap.max_size=8g

# Java页缓存配置：查询缓存
dbms.memory.pagecache.size=4g

# 客户端连接地址：允许远程访问
dbms.connectors.default_listen_address=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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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的启动和停止
社区版和企业版：

<neo4jserver>\bin\neo4j.bat console 

<neo4jserver>\bin\neo4j.bat start

<neo4jserver>\bin\neo4j.bat stop 

桌面版：

本地图库 远程图库



Neo4j的标签属性图模型
Label Property Graph (LPG)



Neo4j 标签属性(LPG)图模型

• Nodes – 节点。在其他图模型中称作“点”、“顶点”、“对象”。

• Relationships – 关系。在其他图模型中也称作“边”、“弧”、“线”。关系

拥有类型。

• Properties – 属性，可以定义在节点和关系上。

• Labels – 标签，代表节点的类别。



Car

标签属性图模型 –示例
节点

• 代表图中的对象
• 节点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标签，也

可以没有标签
Person Person



Car

name: “Dan”
born: May 29, 1970

twitter: “@dan”
name: “Ann”

born:  Dec 5, 1975

since: 
Jan 10, 2011

brand: “Volvo”
model: “V70”

标签属性图模型 –示例(续)

节点
• 代表图中的对象
• 节点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标签，也

可以没有标签

关系
• 关系使用类型和方向 将节点连

结起来
• 在Neo4j中，关系必须是有向的
• 一个关系只连接两个节点
• 关系必须而且只能有一个类型

属性
• 键-值对，可以在节点和属性上定

义。

LOVES

LOVES

LIVES WITH
Person Person

属性

属性

关系类型



小结

• 节点 – 实体或者复杂的数据类型

• 关系 – 连结实体、构造领域数据结构

• 属性 – 实体的属性、关系的量值、元数据

• 标签 – 按照角色、类型对节点分组



Cypher - 图数据库查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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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larative / 声明型：定义要找的数据，Cypher会决定怎样是最

优的查找方法。

• Expressive / 丰富的表达力：易于被开发人员和业务人员理解。

• Pattern Matching / 模式匹配：人类的思维更加容易识别和接受模

式。

Cypher – 灵活而且功能强大的图查询语言



Cypher: Express Graph Patterns

(:Person { name:‘刘备’} ) -[:兄长]-> (:Person { name:‘关羽'} )

兄长

刘备

LABEL PROPERTY

NODE/
节点

节点

LABEL/
标签

PROPERTY/属
性

RELATIONSHIP
/关系

关羽



Cypher: CREATE Graph Patterns

CREATE (:Person { name:'刘备'} ) -[:兄长]-> (:Person { name:'关羽'} )

LABEL PROPERTY

节点 节点

LABEL PROPERTY

关系

兄长

刘备 关羽



Cypher: MATCH Graph Patterns

MATCH (:Person { name:‘刘备’} ) -[:兄长]-> ( whom ) RETURN whom

VARIABLELABEL PROPERTY

节点 节点关系

兄长

刘备 ？



更复杂的例子：根据社交关系提供的推荐

Philip Andreas

Michael



MATCH (person:Person)-[:IS_FRIEND_OF]->(friend),

(friend)-[:LIKES]->(restaurant),

(restaurant)-[:LOCATED_IN]->(loc:Location),

(restaurant)-[:SERVES]->(type:Cuisine)

WHERE person.name = 'Philip'

AND loc.location='New York'

AND type.cuisine='Sushi'

RETURN restaurant.name

更复杂的例子：根据社交关系提供的推荐(续)



Neo4j Property Graph
The Whiteboard Model is the Phys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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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fied view for 
ultimate agility
• Easily understood
• Easily evolved
• Easy collabora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IT

Neo4j Advantage - Agility



Neo4j Browser快速入门



A GUI for power users and developers to access the graph database, 

and perform administrative tasks using Cypher.

• Running in web browser

• Installed as part of Neo4j database

• Service launched together with database

• To launch, access: http://<hostname>: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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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 Browser



• Change node colors

• Change which node property is displayed

• Run queries with CMD (CTRL) + Enter

• Insert new line with SHIFT + Enter

• Expand the query bar with ESC

• Double-click a node and see what happens!

• Use :clear to clear past results

• CMD (CTRL) + Up Arrow to scroll through past queries

Neo4j Browser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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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 Browser – Browse Database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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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4j Browser – Analyse Data



Neo4j Desktop快速入门



44

Neo4j Desktop (Mac & Windows)

• The new mission control 

centre for developers

• Connecting to  all your 

Neo4j databases within 

a single application

• Installing extensions like 

graph algorithms or ETL 

components

• Free to download, 

bundled with an 

Enterprise version of 

Neo4j for Developers



数据库扩展



Neo4j数据库扩展(Database Extensions)

APOC – 高效图遍历、

数据集成、数据库重
构。。。

ALGO – 图算法：社

区检测、页面排行、
中心性、相似度。。。

NLP – 自然语言处理、
从文本到知识图谱ML – 机器学习*

* Future development



Neo4j数据库扩的下载和安装

对于社区版和企业版：

• 下载APOC(注意APOC和Neo4j的版本号的对应)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apoc-procedures/releases/

• 安装APOC

将下载的JAR文件复制到Neo4j根目录下的plugins文件夹中。

• 配置APOC权限
在neo4j.conf文件中加入下面的配置行：

dbms.security.procedures.unrestricted=apoc.*

apoc.import.file.enabled=true

apoc.export.file.enabled=true

• 重新启动Neo4j数据库服务

• 使用APOC，参见在线文档：
https://neo4j-contrib.github.io/neo4j-apoc-procedures/



在线教程



在Neo4j Browser中访问在线教程

• 入门教程 - 电影数据库

:play movies

• 更多在线教程
• :play cypher (Cypher教程)

• :play https://guides.neo4j.com/import (数据导入方法)

• :play northwind-graph  (从关系数据库到图数据库的转换)

• :play query-template   (常用查询)

• :play http://guides.neo4j.com/modeling_airports/ (高级建模实例)

• :play data_science (图数据分析和算法)

https://guides.neo4j.com/import/03_procedures.html
http://guides.neo4j.com/modeling_airports/


10M+

Downloads

3M+ from Neo4j Distribution 

7M+ from Docker

Events

400+
Approximate Number of 

Neo4j Events per Year

50k+

Meetups

Number of Meetup 

Members Globally

最大和最活跃的图数据库在线社团

50k+
Trained/certified Neo4j 

professionals

Trained Developers

• Neo4j中文社区：neo4j.com.cn

• 中国图数据库技术QQ和微信群
• ITPUB微课堂
• 中国用户和技术聚会



谢谢！

现在发送邮件提供反馈即可获得《写给关系型数据库开发人员的
图数据库权威指南(白皮书)》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