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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初识智能数据分析

人类从结绳记事开始便接触数据，数学学科的发展、统计学的诞生，都为数据分析领
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据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
是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随处可见的智能设备让每个人都体会到了数据的重
要性及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推动管理
能力的提升。数据分析也越来越趋向智能化。

1.1

智能数据分析的定义
业界对“智能数据分析”并没有制定标准定义。就像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每个人对智能数据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解。接下来介绍本书中的智能数据分析到底
指的是什么，以便于读者在后续阅读中达成共识。
什么是数据分析？
从分析思路讲，数据分析可以理解为通过分析技术和工具把“数据”变成“智慧”的
过程。从分析方法讲，数据分析是通过商业理解确定分析目标，通过数据理解、数据准备、
建模、评价等手段和方法确保分析目标实现，最终交付数据分析成果的过程。
数据分析不同于业务处理，必须遵循合规性、合法性，按章程规范行事，以数据驱动
的方式探寻管理的改进措施及决策方案。Gartner 在 2014 年提出“双模 IT ”的概念：模式 1
更关注稳定、安全，注重线下流程线上化处理；模式 2 注重快速响应、灵活性和探索性。
数据分析的概念相对广泛，包含对商业价值和数据价值的理解，涉及设计方案、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探索、报告出具的整个过程，涵盖了应用各类分析、处理、挖掘技
术实现目标的过程。通常，它遵循一定的步骤，又通过迭代的方式不断修正，试图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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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智能数据分析？
我们将数据分析的发展划分为 4 个阶段：雏形时代、计算机时代、大数据时代和智能
时代。本书的智能数据分析指的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分析。它是建立在前 3 个时代的基础之
上的“升级版”数据分析，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较普通的数据分析复杂，在数据体量、数
据分析思路和方法、使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对组织人员的要求上都有着独有的特点。
智能数据分析有哪些特点？
T 广泛化：数据无处不在，智能数据分析同样无处不在。它可以渗透到工作、生活的
方方面面，如政府机构、医院、学校、企业等。
T 普适化：秉承“人人都是数据分析师”的理念，智能数据分析具有高普适性：人人
都可以参与到分析中。
T 敏捷化：智能数据分析类似敏捷开发，是不断探索、迭代的过程，极少的情况能一
次性达到分析目标。在分析过程中，为达到最终分析目标，数据分析师往往需要反
复清理数据、审视分析方法、检查数据处理路径，等等。
T 智能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的引入，人工智能的应用，让自动推荐、智能
搜索以及人机对话成为可能。
T 生态化：虽然数据和信息是客观的事实，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
结论。这就需要数据分析师根据商业理解判定达成的最终目标，相应选择最佳的分
析方法，通过数据得到最终的决策。同时，分析结果的展示形式多种多样，不是一
成不变的。以生态化、高扩展的思路来构建数据分析平台，可以满足千人千面的分
析需求，以适应各企业、组织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要求。

1.2

基础理论体系
我们先来看看前人在数据分析领域总结的经验和思路。从数据价值提升角度来看，DIKW

是业界广泛认可的从数据到智慧的价值提升思路；从分析方法来看，CRISP-DM 是一套完
整的数据挖掘方法论。

1.2.1

DIKW

DIKW 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体系。“数据—信息—知
识—智慧”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通常，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数据分析过程是，通过分析
手段和工具将客观存在的事实和数字，也就是“数据”，进行组织、加工形成“信息”，再
经过提炼形成“知识”，再进一步通过洞察力、创造力加工成“智慧”，为决策所用。图 1-1
所示为 DIKW 体系。

4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

图 1-1

DIKW 体系

那么什么是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
T 数据（Data）：在拉丁文中数据是“已知”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事实”。给数据下
一个定义，它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录并鉴别的物理符
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是被赋予了“量”的数字。
T 信息（Information）：作为科学术语最早出现在哈特莱（R. V. Hartley）于 1928 年
撰写的《信息传输》一文中；20 世纪 40 年代，信息论的奠基人之一香农（C. E.
Shannon）给出了信息的明确定义—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通俗
一点，信息描述“是什么”，可以回答类似谁、什么、哪里、多少、什么时候等问
题，因此，信息是被赋予了“意义和目标”的数据。
T 知识（Knowledge）：在汉语中，“知”字由“矢”和“口”构成，“矢”指射箭，“口”
指说话，联合起来为说话像箭中靶心，意思是说话很准（一语中的），这里的关键词
是“准确”；
“识”繁体写作“識”，“言”指用语言描述，“音”指教官口令声，“戈”
指参加操演军人的武器，合起来本意为“随着教官指令的变化，整齐划一的团体动
作形成各种图形”，可以理解为“用语言描述图案的形状和细节”，引申意为“区
别”“辨别”。综合来看，知识是准确描述、区别、辨别能力的基础，是人类在实践
中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包括对事实、信息的描述或在教育和实践中获得的技能，
因此它是提炼后的信息，是被处理、组织、应用或付诸行动的信息。
T 智慧（Wisdom）：指人类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
包含对自然与人文的感知、记忆、理解、联想、辨别、计算、分析、判断、决定等
多种能力。它是基于数据、信息、知识形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
单纯的概念表述总是枯燥无味的，很难让人融会贯通，那么如何真正理解 DIKW 体系
中的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呢？我常常在公开培训的时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支演
讲用的激光笔长 15cm。单独看“15”，是个无意义的抽象符号，是数字；“15cm ”是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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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事实和赋予了量的数字，是“数据”；“这支激光笔长 15cm ”，是语义化的数据、组
织后的数据，可以称为“信息”；“我们使用的激光笔一般长为 15cm ”，这是经过人们总结
提炼的经验性信息，可以认为是常识，这就是“知识”；再进一步，一个激光笔的生产厂商
在决策生产激光笔的时候，需要收集用户需求，总结出“生产长 15cm 的激光笔销量会比较
好”，上升到决策层面，可以称为“智慧”。前两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后两者则是人们通
过经验总结出来的主观意识。
当然，实际上我们接触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远比上述举例复杂，这里希望通过
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快速理解 DIKW 体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智能数据分
析的过程、智能数据分析工具如何助力点亮“数据”到“智慧”之路。
接着上面的例子，我们看看从数据到智慧是如何转变和升级的。图 1-2 展示了 3 个维
度的分析。横轴代表理解力，从数据层面的搜索、查询到进一步理解、吸收形成信息，再
通过分析、行动转变为知识，通过分享、互动向智慧层面转变，形成影响力，从被动接收
到主动影响，这就是从数据转换为智慧的魅力所在。纵轴代表情景性，先通过数据采集聚
合部分数据、建立连接，将数据组合为信息、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再到人知合一层
面的智慧这一层正是本书讲述的“智能数据分析”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第三个维度是时
间。信息、知识层面是对过去已有数据的分析，智慧层面则是对未来的预测，是对未来有
影响力的决策，是创新。

图 1-2

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关系

那么，要实现从数据到智慧的发展之路，我们就需要使用相应的方法、技术手段。
智能数据分析就是通过智能手段助力个人、企业乃至社会走向“数据—信息—知识—
智慧”的发展之路，真正从数据中洞察智慧，为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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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DM

CRISP-DM（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流
程）最初是在 1996 年年末由数据挖掘市场“三剑客”（DaimlerChrysler、SPSS、NCR）提
出的，1997 年被正式命名并成立特别兴趣小组，1999 年被正式提出模型草案并逐步推广。
CRISP-DM 将数据挖掘项目生命周期划分为 6 个阶段，分别为商业理解、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建模、评价以及部署，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中的箭头代表各个阶段最重要、最频繁的关联依赖，但并不代表顺序是严格不
变的，针对具体情况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移动也是很常见的。外圈形象地表达了数据挖掘
本身的循环特性，即数据挖掘不是一次部署完就结束的活动，在任何过程中都可能触发新
的，甚至更值得关注的商业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快速响应、及时调整的机制。

图 1-3

CRISP-DM 模型

CRISP-DM 模型的 6 个阶段如下。
T 商业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该阶段需要我们从商业角度来理解项目的
目标和要求，并把这些理解转换为数据挖掘问题的定义和实现目标的最初规划。
如果方向错了，预期的数据挖掘目标一定无法达成，因此商业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环节。
T 数据理解（Data Understanding）：该阶段包括从最初的数据收集到接下来的一系列
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熟悉数据、甄别数据质量问题、发现对数据的真知灼见，
或者探索出令人感兴趣的数据子集并形成对隐藏信息的假设。
T 数据准备（Data Preparation）：该阶段包括从最初原始数据构建到形成最终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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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活动，具体为对表、记录和属性的选择，通过建模工具进行的数据转换和清
洗。数据准备很可能被执行多次并且不以任何既定的秩序进行，它需要建立在数据
理解的基础上。
T 建模（Modeling）：在该阶段，我们通常会选择和使用各种技术，并对模型参数进行
调优。相同的业务问题解决和数据准备可能会有多种技术手段供选择。由于某些技
术对数据形式有特殊的规定，我们通常需要重新返回数据准备阶段，因此数据准备
与建模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T 评价（Evaluation）：到了该阶段，我们通常已经构建好一个或多个从数据分析角度
看较高质量的模型，但是在最终部署之前，还需要对模型进行全面的评价，重审构
建模型的步骤以确认它能实现商业目标。这里一个关键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存在还
没有被充分考虑的商业问题”。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我们还应该确认使用数据挖掘
技术得到的决策是什么。
T 部署（Deployment）：尽管通过数据模型已经将数据所隐藏的信息和知识显现出来，
但获得的知识需要被组织起来并表示成用户可用的形式，因此模型的建立通常并不
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需要将模型部署到系统中。这里的部署阶段可以认为与生成
一份报告一样简单，也可以认为与实施一个覆盖整个企业可重复的数据挖掘过程一
样复杂。
图 1-4 详细列出了 CRISP-DM 模型的任务及输出。

图 1-4

CRISP-DM 模型的任务及输出

CRISP-DM 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数据挖掘方法。数据分析项目套用 CRISP-DM 的思路，
能有效把握每个环节的要点，保障项目有效、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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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历史悠久，从大的发展方向来看，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雏形时代、计算机
时代、大数据时代和智能时代，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数据分析发展历程

数据分析早在 17 世纪就初具雏形，但当时只是运用简单的数学方法绘制简单的地图、
天气图等；到了 18 世纪逐渐得到发展，开始运用统计方法证明一些假说的正确性，但很难
从繁杂的数据中得出明确的结论。20 世纪以前，人们对数据的使用和统计还是相对落后的，
全部依赖人类大脑对数学、统计学知识进行理解及应用，实现初级的数据可视化。我们称
这个时期为数据分析的“雏形时代”。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敌对双方均使用的是飞机和火炮，他们必须绘制出精确的
射击图表，由数据确定炮口的角度，才能打得精准。但是，每一份图表要经过几千次的四
则运算、十几个人手摇机械计算机算几个月才能完成。194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工
系在莫利奇和艾克特的领导下，为美国陆军军械部阿伯丁弹道研究实验室研制了一台用于
炮弹弹道轨迹计算的电子数字积分式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
ENIAC），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虽是重 30 余吨，占地约 170 平方
米的庞然大物，但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全新的工具和手段来进行数据计算与分析。数据分
析开始进入“计算机时代”。在这个时期，有很多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51 年数据
库和键盘诞生，1981 年 IBM 公司推出第一代微型计算机 IBM-PC，1989 年万维网（WWW）
出现，1991 年“数据仓库”概念正式被提出，等等。硬件的不断革新及软件的诞生为数据
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计算机的普及让原有存储在纸上的数据逐步转移到存储媒介（如磁盘）上。企业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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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RP 系统的广泛应用和个人移动设备的推广，带来了数据量几何级的增长，数据量由 PB
级上升为 EB 级○。IBM 总结出大数据的特性：Volume（数量大）、Velocity（增长快）、Variety
一

（类型多）、Value（价值密度低），即 4V 特性。对如此庞大的数据如何分析和使用成为难点，
技术的革新总是能激发新的问题来解决思路。Google 于 2003 年、2004 年和 2006 年分别发
表关于 GFS（Google File System）、MapReduce 及 BigTable 的论文，奠定了大数据的基石，
开启了大数据纪元。以此为基础打造出的 Hadoop 分布式架构迅速发展成为分析大数据的领
先平台。数据分析在“大数据时代”得到了飞速进步与提升。
随着大数据由概念走向成熟的应用，互联网、云计算的不断发展，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的逐步实践，人类探索出更先进、更智能的分析方法。2016 年 3 月，阿尔法围棋与围棋
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以 4 : 1 的总比分获胜，标志着人工智
能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飞跃。犹如电影情节逐渐变为现实，数据分析领域也在不断引入人
工智能理念和思路，开始将各种算法模型融入分析过程，向“智能时代”不断靠近。未来
一定是智能数据分析时代。

1.3.1

分析思路的演进

从分析思路的演进来看，雏形时代到智能时代经历了数据统计、查询分析、探索分析、
深度挖掘几个阶段，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分析思路的演进

17 世纪起，初具雏形的数据分析大多由学者们的辩论引起。学者们为了证明自己的
学术假设，通过收集、统计大量的数据进行验证。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发生在 19 世纪，一
场霍乱带来一场医学上的激烈辩论。在这场关乎生命的辩论中，数据分析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1831 年起，欧洲大陆爆发霍乱，当时主流的理论是它是由毒气或瘴气引起的。当时状
况极其惨烈，仅仅 1849 年一年，在伦敦霍乱就夺走了超过 14 000 人的生命。1854 年，英
一
1 ZB（泽字节）= 1024 EB，1 EB（艾字节）= 1024 PB，1 PB（拍字节）= 1024 TB，1 TB（太字节）= 1024 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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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生 John Snow 开始着手研究伦敦 Soho 区爆发的霍乱。他甚至在霍乱大爆发期间挨家
挨户地走访，收集相关数据信息。Snow 为证明病例发生的地点和取水的关系，绘制了一张
Soho 区的地图，标记了水井的位置（图 1-7 中附近标记“ PUMP ”字样的圆点），并将每个
地址（房子）里的病例用图符（图 1-7 中的一个横条代表一个病例）标识出来。这就是闻名
世界的“死亡地图”。人们通过图符可以清晰地看到病例集中在布拉德街水井附近，经统计
共 73 个病例离布拉德街水井的距离比附近其他任何一个水井都近。在拆除布拉德街水井的
摇把后不久，霍乱停息。

图 1-7 “死亡地图”助力揭开霍乱真相○
一

在此之后，数据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数据统计结果来解决问题也越来越被接受。但
是，在 20 世纪以前，数据分析的应用仍然局限于专业领域的研究。分析思路和方法仍然停
留在专家学者以专业判断指明数据分析方向，然后根据推断结论寻找数据来证明的阶段。
分析的范围、数据价值发挥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直到计算机的出现，数据分析才真正得到推广。我们聚焦到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后各阶
段，在智能数据分析方向上的术语如图 1-8 所示。
1971 年 Keen 提出“管理决策系统”，1978 年 Keen 和 Scott Morton 提出“决策支持系
统”术语，这时的数据分析更多集中在出具结构化的例行报告，通过专家系统做一些分析。
一
图片来源：http://www.datavis.ca/gallery/historical.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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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大型企业开始搭建企业信息管理系统（MIS），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得到推
广应用，企业资源计划（ERP）概念也开始映入眼帘。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数据仓库的诞生、
仪表板和记分卡的使用，主管信息系统（EIS）开始出现。1996 年，Gartner 提出“商业智能”
（BI）概念，该概念一直沿用和发展至今。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有“智能”概念提出，但从
分析思路上讲，数据分析仍然是以数据收集和数据整合为主，实现的业务诉求大多是针对
管理层的，包括管理需要的定制报告和仪表板。

图 1-8

数据分析术语的演进

21 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家喻户晓，IT 时代开始向 DT 时代转变。以往的
追求线下事务线上处理、为基层工作人员减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数据爆炸时代的要求。
由于数据体量的增加，企业、组织的信息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如何从数据中获取价值成
为最迫切的需求，分析思路也开始转变为数据驱动模式。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自助探索
式分析、高性能计算、敏捷响应成为可能。分析与商业智能一般会同时出现，这就是分析
和商业智能平台（Analytic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Platform，ABI 平台）。企业和组织的各
级管理人员可以使用 ABI 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工具从数据出发，发现数据问题、总结数据
规律、获取实时数据预警消息、探寻新的管理思路。
2015 年以后，随着人工智能逐渐由概念慢慢转变为现实，数据分析也在向智能方向发
展。相比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驱动思路，智能时代的数据驱动思路更进一步，开始由人自助
探索式的数据驱动模式向由机器智能推荐的模式转变。机器人在获取信息后通过推荐引擎
自动给出分析和建议成为可能，并且会变成未来的发展方向。

1.3.2

分析工具的发展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会使用工具，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无疑是使用正确的工具。
那么，数据分析工具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分析工具的发展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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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分析工具的发展

最开始人们用绳子对数据进行记录，慢慢发展出数学这门学科，这让人们有更好的理
论知识进行数据的记录、计算。随着历史的演进，通过人脑、笔和纸对数据记录、计算已
经不能满足要求，计算机的产生为数据分析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
随着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数据分析更是有了长足发展。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工具是
Excel。Excel 因提供强大、灵活的计算功能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但是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C/S 版本的 Excel 已经不能满足数据的快速获取和智能计
算，大数据技术的诞生进一步推进了数据分析工具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让数据分析逐步向
智能化方向转变。
对于数据分析的发展方向，业界有两家著名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受到广泛认可：Gartner、
BARC（后面讲到未来趋势的时候会提到）。
Gartner 是全球最具权威的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之一，成立于 1979 年，总部设在美
国。Gartner 推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分析工具是魔力象限（Magic Quadrant）。其横轴代表前
瞻性，包括厂商或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底层技术基础的能力、市场领导力、创新能力和外部
投资等；纵轴代表执行力，包括产品的使用难度、市场服务的完善程度和技术支持能力、
管理团队的经验和能力等。横轴、纵轴划分为 4 个象限，具体内容如下。
T 利基者（Niche Player）：执行力和前瞻性都不足，但可能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做得不
错，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厂商。
T 挑战者（Challenger）：执行力很强但前瞻性不足，通常是比较大型的成熟厂商，在
其本身特定市场中执行能力表现得很强，但在新领域、新市场的拓展性较弱或还未
表现出对市场方向的理解。
T 愿景者（Visionarie）：前瞻性很强但执行力不足，一般是有远见但是短期内无法实
现的早期创业者，或者是一些有远见但是执行不及时的比较成熟的大型厂商。
T 领导者（Leader）：前瞻性、执行力都非常强，拥有大量客户群体，在全球市场中
都有极高的知名度，有能力、有实力影响和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
接下来看看在 ABI 平台上的魔力象限。图 1-10 展示了近 5 年（2015 年～2019 年）Gartner
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15 年领导者象限的厂商众多，但是从 2016 年起骤减，传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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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巨头们退出领导者象限，IBM、SAP 下滑至愿景者象限，Oracle 甚至没有出现在 2016 年
的魔力象限中；而从 2015 年到 2019 年一直坚挺在领导者象限的是 Tableau、Microsoft 及
Qlik，它们的商业智能由传统的商业智能展示方向向自服务方式转变；2019 年涌现出一匹
黑马 ThoughtSpot，它以智能推荐为主要方向冲进领导者象限，这代表着智能分析时代已经
来临，商业分析工具也正在向智能方向演变。

图 1-10

1.3.3

魔力象限

组织体系的变革

近年来，数字化经济、数字化转型成为政府、企业发展趋势，但传统的组织、企业架
构并不利于快速响应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通常情况下，各部门间存在数据壁垒，且无数
据共享的意愿，如果没有专门的数据组织进行管理，很难真正实现数据全面管控和数据价值
全面挖掘。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成立数据中心、大数据中心，将数据组织独立出来，
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数据信息官等专项职位，“数据科学家”的称呼进入人们的视野。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近 10 年企业人员结构逐步由三角形向菱形模式转变，如图 1-11 所示。
人员从集中在业务处理的基层逐步向对数据分析要求较高的中层转移，促进数据分析需求不断
增长。基层人员的事务性工作逐步被机器取代，企业整体的关注点也越来越向提高效率、提升
管理能力方向转变，这就需要更多的中层管理人员在过程改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提高企
业效率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识别问题及风险，并提出改进措施。
大量涌现出来的中层管理人员一部分是从基层事务性工作中释放出来的人员，一部分
为企业新聘人员，大多数仍是专业的业务人员和管理方向的人才，对数据分析可能知之甚
少，需要依赖易用、好用的分析工具来完成相应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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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人员结构逐步由“三角形”向“菱形”模式转变

由于大量数据分析需求出现，原本只有管理者关注数据的状态在发生转变，更多业务人
员也参与到企业的数据分析中。如图 1-12 所示，数据分析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数据分析工具的
发展，数据分析开始由技术型向自服务型模式转变，技术人员更加关注专业的分析场景及分析
平台建设。但这还不够，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
“人人都是数据分析师”的概念开始深入
人心，数据分析产品越来越趋于平民化，企业管理趋于虚拟扁平化。
“全员探索”时代正在一
步步到来，管理者、业务人员、技术人员，甚至组织、企业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作为数据公
民参与组织、企业的数据分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比常人更强的数据分析思维、更科学的
分析方法或是更尖端的分析技术，带领组织、企业做出更准确的决策，被称为“数据科学家”。

图 1-12

数据分析人员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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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只是企业中的一名普通员工，平常有一些工作可能涉及
数据分析，但是感觉好像和我个人也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下面有几组有意思的数据，从个
人职业发展来看数据分析的地位。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 年就业指导蓝皮书》中的数据，2013 年至 2017 年职位需
求增长率排名前五的职业中，数据分析师排名第五，需求增长 2.3 倍；除新媒体运营外，前
端开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UI 设计师均是与智能数据分析产品研发和数据分析处理息息
相关的职业，如图 1-13 所示。2018 年，企业要求应届生掌握的增幅最高的十大技能中，数
据分析技能排名第二，增幅为 69.3% ；排名第一的 JavaScript 增幅 81.3%（数据分析产品研
发和数据分析处理中重要的技能之一）。

图 1-13

2013～2017 年职位需求增长率排名前五的职业

数据来源：领英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我们不妨从薪资角度侧面看看什么岗位最受重视。图 1-14 展示了 2018 年第四季度平
均薪酬最高的 15 个岗位。可以看到，除了游戏制作人以外，其他 14 个岗位均是支撑智能
数据分析产品研发的重要岗位，且从岗位分布来看，各类算法工程师、架构师名列前茅，
这些岗位人员所擅长的正是智能数据分析中“智能”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技能。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在想，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数据分析能力，无论是为在现有
岗位更好地完成工作，还是让自己提高竞争力，抑或是升职加薪，都会有不小的好处。毕
竟，数据分析是趋势，多掌握一门技巧，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

1.3.4

未来趋势

前文提到的 BARC（业务应用研究中心）是德国一家商业软件研究和咨询公司，专注于
商业智能 / 分析、数据管理、企业内容管理（ECM）、客户关系管理（CRM）和企业资源规
划（ERP）。BARC 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商业智能最终用户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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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2018 年第四季度平均薪酬最高的 15 个岗位

数据来源：BOSS 直聘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BARC 每年都会发布关于 BI 领域的行业趋势研究报告。图 1-15 列出了 2018～2022 年
商业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报告数据。BARC 将趋势划分为 10 个等级，右侧的条形图代表 20
个 BI 趋势的等级，左侧是 2018 年到 2022 年各 BI 趋势的排名变化。

图 1-15

BARC 公布的 BI 趋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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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 年的 BI 趋势分析中可以看出，排名前 5 的分别为主数据 / 数据质量管理、数据
驱动的文化、数据治理、数据探索和自助服务式分析，另外一体化分析平台、高级分析 / 机
器学习、决策自动化、增强分析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内容恰恰是本书着重探讨的。
其实，在 2016 年、2017 年的 BI 趋势预测中，最受关注的是“数据探索”和“自服务
式分析”，同时大量的自助探索式分析工具涌现。近年来，在数据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数据
质量直接影响分析结果，因此主数据 / 数据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呼之欲出，在 2018 年跃居第
1 位，且近 5 年排名持续稳定。与之密切相关的“数据治理”从 2016 年的第 6 位逐渐变成
第 4 位，稳定 4 年后在 2022 年升至第 3 位。
2022 年排在第 2 的“数据驱动的文化”是 2019 年新出现的 BI 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
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兴起和逐渐落地，政府、企业、各类组织都更加注重数据文化的建立，
以内驱的方式推动数字化发展。
由于分析平台及工具逐渐成熟，人们的视野开始转向数据本身，“数据探索”和“自服
务式分析”热度稍减，但仍然是数据分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排名也一直在前 5。
另外，决策自动化、增强分析在 2021 年入围前 20 并持续在 2022 年出现。其成效还需要更
深的探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Gartner 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之一，每年也发布数据分析领域的
技术趋势。与 BARC 报告中相对全面的方式不同，Gartner 更注重趋势的变化，报告中更多体
现前瞻性的趋势内容。Gartner 发布的 2021 年十大数据分析技术趋势及摘录的要点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Gartner 发布的 2021 年十大数据分析技术趋势及摘录的要点

Gartner 公司杰出研究副总裁 Rita Sallam 表示，新冠疫情颠覆企业机构的速度之快，迫
使数据分析领导者使用工具和流程识别关键技术趋势并优先考虑那些对其竞争优势具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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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潜在影响的技术趋势。数据分析领导者需要做出加快自身预测、转变和应对能力的关键
任务的投资。从较通俗的角度看，他表述的数据分析关键词为智能化、复用性、组合性、
关联性，这又恰好能对应 Gartner 提出的增强型数据分析、增强型数据管理、持续型智能及
可解释的 AI。
T 增强型数据分析：指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对分析内容开发、使用和
共享的方式。作为数据分析的高级增强阶段，增强分析能为分析计划带来更多自动
化动能以及创新洞察力，能够帮助普通用户在没有数据科学家或 IT 人员协助的情
况下访问有效数据，并对理论和假设情况展开测试与验证。
T 增强型数据管理：指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使数据管理类别包括数据质量、
主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集成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自我配置和自
我调整。它可以自动执行许多人工完成的任务，为技术水平较低的用户提供使用数
据的机会，同时有助于高技能水平的技术人员专注于更多的增值任务。
T 持续型智能：一种实时分析数据的新方式，也是一种实时分析与业务运营相结合的
设计模式。它利用多种技术，比如增强型分析、事件流处理、优化、业务规则管理
和机器学习，来使决策自动化执行。
T 可解释的 AI ：指 AI 所做出的决策是人类可读的、可理解的。它有助于人们更清晰
地了解得到决策的方法及原因，提高决策可信度，有助于修正模型。
两份分析报告看似存在差异，实则相辅相成。Gartner 从宏观角度给出了未来的变化趋
势。从大方向上来看，增强型数据分析、可解释的 AI 是发展方向。BARC 则从分析内在的
侧重点方向给出近年来 BI 趋势排名变化，从更加务实的角度强调了主数据管理、数据质量
管理以及数据治理的重要性。数据质量自数据分析诞生以来就是大难题，但一定是不容忽
视的，因为没有数据质量的保障，增强型数据分析、可解释的 AI 给出的可能是错误的结
果，智能会失去意义；增强型数据分析、可解释型的 AI 可以反向应用于数据治理。不断的
技术更迭，探索式发掘数据价值、迭代式“用”“养”数据，利用强有力的分析手段给出越
来越精准的决策方案，是未来的方向。

1.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数据分析相关理论及背景的介绍，帮助读者理解本书讲述的“智能数据分析”

的范围。数据分析的发展部分介绍了雏形时代、计算机时代、大数据时代到智能时代的演
进过程，并详细阐述 4 个时代对应的分析思路、分析工具、组织体系。这三个方向也是智
能数据分析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最后，知晓未来的趋势实则是为了了解引领数据分析迈
向智能化的有效手段，以便更好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分析平台建设以及数据分析过
程中找到发力点。第 2 章将先介绍智能数据分析相关的基础知识。

第2章

Chapter 2

智能数据分析基本知识

上一章我们对“智能数据分析”下了一个定义：智能数据分析是指智能时代的数据分
析。如何真正认识智能数据分析，它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要了解智能数据分析需要掌握
哪些技能，本章会对此做详细阐述。
本章阐述了智能数据分析的背景和痛点、笔者对数据本身及怎样做好数据分析的理解
和感悟、不同层次的数据分析能解决的问题和案例，以及做好数据分析的思路和方法。本
章的目的是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智能数据分析的具体内容。

2.1

数据分析之“痛”
也许你并没有发现，在数据爆炸时代，我们生活的每一秒都不断有数据产生，产生的

数据都在默默被记录着。智能手表、手环随时记录着心率、运动和睡眠状况；从拿起手机
开始，手机就在默默记录着开屏和锁屏的次数、监控屏幕亮度、电池的使用状况；起床刷
牙洗脸，电表、水表的数据在不停跳转；出门买早餐，支付宝或是微信已悄悄为你记下一
笔账；开始工作，每一项业务的发生都在产生数据，企业经营管理部门又在不断加工数据、
分析数据，并产生新的数据……
正如上面所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在被“人工智能”渗透。然而，我们想要证明
一个观点、得出一个结论、开展一项研究时，还是会遇到各种困难。数据找不到、数据质
量差、分析方法不对、不能快速得出结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数据分析师。

2.1.1

数据找不到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我们逐步解决“缺数据”的困难，转而面临数据都有，但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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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即使找到可能也不是想要的数据。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 3 个。
1. 数据分散，不知去哪找
先 谈 谈 个 人， 查 看 本 月 吃 穿 住 行 各 花 费 多 少， 看 似 简 单， 但 要 真 正 得 出 精 确 的 数
据，倘若没有记账习惯是很困难的。消费往往分布在现金、支付宝、微信、银行卡各种渠
道，虽然线上支付渠道能出具消费月账单，但想轻松得到个人整体消费情况，还是相当困
难的。
再看看企业、政府等组织，它们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烟囱式数据治理方式，即各业务部
门的数据系统独立建设。这对于快速获得成效无疑是最好的方案。但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
展，单一部门的数据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整体数据分析的需求，财务部门倡导业财融合，业
务部门同样想获得其他部门的数据以供分析参考。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由于数据的分散，
他们更加会觉得总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数据。
2. 管理不规范，不知怎么找
数据分散在各个系统里，还是有方法找寻的，只是找寻速度慢一些。但是，如果各系
统的数据存储没有统一的规范，使用者即使知道数据存放的系统也很难找到搜索的关键词，
需要大量的手动干涉。
3. 数据壁垒，赋权流程复杂
在没有统一的数据平台情况下，不同系统的数据管理组织不同、人员不同，在一定范
围内可公开的数据得不到很好的应用，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流程才能应用。数据消费者面
临找数据麻烦的困境。

2.1.2

数据质量差

研究表明，人们在做数据分析过程中有 80% 的时间花在数据处理上。但数据偏差很
可能会造成分析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有如“蝴蝶效应”。比如企业某笔合同贷款利润为
5%，登记融资合同时，某业务人员错认为系统自带百分比单位而录入数字“5”，但系统是
按 500% 的利率计算的；而该企业大部分贷款利率集中在 4%～5.5% 范围内，如果这笔合同
涉及金额较大，很可能导致综合成本率超出实际几倍甚至几十倍，所有包含这笔合同的各
个口径的成本相关数据，都将有很大的偏差。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类问题往往很难
在一开始被发现。因此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修正数据，以应对“数据质量差”
的问题，这必定会耗费大量时间。
类似于数据错误、数据空值、数据重复、数据不一致等情况比比皆是。数据质量不达
标，再炫酷的报表、报告也不能为业务带来价值。企业往往花了大量费用用大屏做分析展
示，结果数据不对，一切都是泡影，成了纯粹的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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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手段旧

在数据分析领域，最通用、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便是和金钱打交道的财务数据。财务人
员总是埋头从财务账表中查各种数据，在 Excel 里用各种公式计算，在 Word 里编辑文字。
他们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初级统计计算和文档编辑上，很难再抽出时间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分
析工作。无论分析人员自身价值，还是企业数据价值，都难以得到很好的发挥。
随着财务共享逐渐推广，各类分析工具涌现，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但是日益增长
的分析需求对分析手段、分析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与数据分析较早的财务领域如此这般，其他领域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

2.1.4

分析效率低

商业分析正在从 IT 主导型向自服务型转变，进一步向智能方向迈进。事实上，绝大多
数企业还处于 IT 主导型数据分析，从商业理解到分析决策，需要漫长的沟通及反复过程。
通常由业务人员提出需求，IT 人员参与需求分析、数据设计（存储结构、数据获取方式等）、
功能设计及界面设计，出具效果图后与业务人员反复确认，最终达成一致的上线应用。这
种模式本身链路很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沟通上，更难快速响应管理需求的变化。“需求
变更”是 IT 项目之“痛”，“快速响应”却是管理决策之“需”，两者的矛盾迫切需要通过
分析效率的提升来化解。

2.1.5

数据杂乱

对于大型企业来讲，每个部门往往都会维护一套自己要用的数据。然而，对于整个
企业来讲，这样做冗余了大量数据，并且这类数据不仅存储多份，还不一致。那么，如何
划分数据负责主体，进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就变化了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第 1 章
BARC 的报告来看，主数据已经成为最迫切需要关注的方向，如何梳理主数据、确认主数
据的责任方，做好主数据的管理，成为各大企业当务之急。
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娓娓道来。

2.2

数据分析之“悟”
数据分析之“痛”，是否有“解药”？治病，要对症下药，第一要务便是深入了解病情。

数据有哪些类型？什么样的数据才能为我们所用？要做好数据分析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带
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真正地认识数据分析。

2.2.1

数据“收纳”

你一定有在家里找东西找不到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做好归类导致的。我们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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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相关视频的火爆程度就可以看出分类的重要性。要做好收纳，首先得了解所有物品的类
别、作用、使用频率，然后根据家具的摆放和自己的喜好将物品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以便
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数据也一样，需要我们先了解数据的类别（格式）、作用（价值）、使
用频率，做好清晰的归类。这样，我们在使用数据时才能事半功倍。
数据有众多分类方式，这里我们从智能数据分析角度，探讨在数据格式、数据价值、
数据使用频率及数据应用方面的分类。
1. 按数据格式分类
按格式分类，数据可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按数据格式分类

T 结构化数据：指由二维表（行 + 列）结构进行逻辑表达的数据，它遵循数据格式与
长度规范，主要通过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理。相较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来说，结构化数据因其结构的规范性，是最容易分析的数据类型。结构化数据又可
以进一步分为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定性数据包括区分类别的名义数据（如地区分
类）和区分等级的顺序数据（如排名），定量数据包括绝对数据（如每天的销售收入）
和相对数据（比如同比、环比数据）。
T 半结构化数据：指具有非关系模型但又有基本固定结构模式的数据，例如日志文件
内容、XML 格式文档内容、JSON 格式文档内容、Email 内容等。这类数据不像结
构化数据以行、列为标准来表达，但又有一定的格式规范。我们可以通过其规律进
行相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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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非结构化数据：指没有固定模式的数据，如 WORD 内容、PDF 内容、PPT 内容，
各种格式的图片数据、视频数据等。随着数据量不断增加，非结构化数据分析越来
越多，如图像识别、人脸识别帮助查找罪犯，音频可视化让人人都可以在家学唱
歌，视频监控报警关爱家中老人，等等。
2. 按数据价值分类
按价值从低到高分类，数据可以分为原始数据、经过处理的数据、可视化的数据、可
洞察的数据、可决策的数据和可行动的数据，被称为“数据价值链”，如图 2-2 所示。
T 原始数据：未经加工处理的数据，如纸制文档、表格、图片，原始的 Excel 文档，
业务系统直接记录的交易数据等。我们很难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得到结论。
T 经过处理的数据：指经过初步加工处理的数据，如经过清洗、关联、合并、聚合等
方式处理后得到的数据。
T 可视化的数据：指通过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的数据，比如通过图表、多维表格展示
的数据。
T 可洞察的数据：指将可视化的数据有组织地组合起来，成为有业务逻辑、有分析结
论的数据。
T 可决策的数据：指在可洞察的数据基础上，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决策提供支持的数据。
T 可行动的数据：指能够提供明确的建议解决方案，并明确其原因的数据。

图 2-2

按数据价值分类

参考资料：TalkingData

这 6 个层次的数据层层递进，遵循 DIKW 从“数据”到“智慧”的模型体系。数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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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精准，价值越来越高。
3. 按数据更新频率分类
按更新频率分类，数据可分为批式数据和流式数据。
T 批式数据：又被称为历史数据。复杂的批式数据处理时间跨度通常在数十分钟，甚
至数小时。通常，这类数据在使用量不大的时候（通常是凌晨）采用 T + 1 方式进行
更新；基于历史数据的交互式查询时间通常在秒级到分钟级，业务处理系统的查询
时间能达到此速度。
T 流式数据：又被称为实时数据，通常处理时间可以达到毫秒级到秒级。
通常，批式数据和流式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流式数据往往需要更多地占用硬件资源，
需采用更复杂的算法进行处理。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可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使用不
同的处理方式，以便提升整体数据使用效率。
4. 按数据应用分类
按数据格式、数据价值分类依据的是数据的客观属性，按数据使用频率分类依据的是
数据的使用方式，这些分类都可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数据、处理数据。但是，不同的
领域、行业、分析场景有着不同的分类需求，这时就需要有专属的数据目录或者通过给数
据打标签的方式进行分类，我们这里称之为应用分类。
应用分类不同于上述 3 种分类方式，它没有固定的分类体系，具有很强的场景特性和灵
活性。一些相对权威和业界认可的分类规范在大分类基础上，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图 2-3 为截取的国家统计局和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公开数据的分类方式。国家
统计局将统计的表格类数据归为“数据查询”板块，形成分析报告的数据归为“统计公报”
板块，“数据查询”中又分为月度数据、季度数据、年度数据、普查数据等。贵阳市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则将数据分为 5 个类别，包括主题、行业、领域、服务、部门 / 区域。前者采用
的是数据目录的方式，后者采用的是给数据打标签的方式。

图 2-3

按数据应用分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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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一个数据只能属于一个数据目录，但可以有多个数据标签。在实
际使用中，我们可根据具体的场景需要选择数据目录、数据标签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分类。

2.2.2

寻找“好数据”

数据分析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技术和方法让数据从“原始数据”逐步升级为“可行动的
数据”。为了确保这个结果理想，我们需要在数据价值链的每一层中找到“好数据”。所谓
“好数据”，就是有用的数据、有价值的数据，能在数据价值链中为下一链条奠定基础以达
到最终分析目标的数据。要找到“好数据”，首先要知道它具备哪些特性。
T 数据来源可靠性：包括数据的原创性、适当性、权威性。如果数据源头有问题，分
析可谓是“从头错到尾”，谈何分析结论准确、可用。所以，数据分析时首先要明
确的就是数据源头的可靠性，比如分析 GDP 数据时要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
准，对公司的市场分析要以披露的年报和月报为准，对人员情况统计要以人力资源
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等。出具的分析报告注明可靠的数据来源，也有利于提高报告
的可信度。
T 数据内容准确性：数据的正确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数据内容
的准确性，但不能保证其准确性。比如从人力资源部门获取的人员信息，可能由于
某员工入职时填写的信息错误而不准确，这时就需要有信息校验及核对机制来保障
其准确性。
T 数据一致性：包括数据格式的一致性、数据内容的一致性。数据不一致可能是收集
数据时没有制定好规范导致的，也可能是不同源数据存储方式不同导致的。比如分
析调查问卷的时候发现时间有的写“2019 年 2 月 23 日”，有的写“2019-2-23”；地
址有的写“湖北”，有的写“湖北省”。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问卷时考虑到规范性，
如限定数据格式（日期选择）、提供枚举选项而不是全开放式填写等，如果已经收集
就需要对不规范的问卷数据进行逐一清理。再比如大型企业信息化建设开始时采用
业务部门分别构建系统的模式，未建立主数据，各部门维护一套组织、人员信息，
大概率会出现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单单一个人名后面是否加数字或加的数字是否一
致，就已经非常令人头痛了。
T 数据及时性：数据的时效性。世界变化之快，每项决策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做出
决策之前，数据若未能提供辅助支持，便失去了价值。如果无人驾驶汽车未能及时
获取当前车道对面车辆行驶信息，后果可想而知，所以需要 5G 确保数据传输的时
效性、大量的机器学习保证算法的准确度以及试验，以保证“可执行数据”的准确
性。当然，不是所有应用场景都要求像无人驾驶一样对数据如此高的时效性，但毋
庸置疑，都需要在决策之前及时获取数据的分析结果和指导性意见。
T 数据丰富性：数据的多维性和数据量足够大。世间事物都存在着多面性，看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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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博士》的话你就能体会高维空间带来的不一样视角。多维、立体地看待数据更有
利于快速、有效查找数据问题。比如，某企业发现融资成本率偏高，通过按单位、
融资方式、融资期限、融资机构各维度进行分析，快速定位出是某单位在中国银行
一笔五年期的借款尚未归还。且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但该借款合同并没随调，所
以相较其他合同利率偏高。如果维度信息不够丰富，银行很可能需要通过逐一查找
数据的方式进行分析。以前分析手段不够先进时，我们大多采用抽样分析方式。随
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全量数据分析成为可能。比如，以前分析展厅的人流
量，我们可能采用抽样采访的方式，或是采用定点设置人员进行统计的方式；现在
通过图像识别机器就可以准确统计人流量，或通过在展厅地面布置感应器的方式，
实时展示各区域火爆程度的热力图，以便直观、准确、实时地展示人流量情况。
T 数据粒度精细性：数据粒度足够细及数据精度够高。我们在分析时常常遇到数据
信息不全面、只有汇总数据无法穿透明细的困扰。比如我们从统计局网站获取各
地区分年龄段、性别的统计数据，发现在年龄维度是按“0 岁、1～4 岁、5～9 岁、
10～14 岁……”进行统计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取该地区 10 岁男孩的人口总数。
当然，统计局也没必要公布过细的数据，但如果数据粒度不够，就很有可能无法满
足分析需求。另外就是数据精度，例如某大型企业在统计销售额时以“万元”为计
量单位，如果查询明细时仍以“万元”进行计量，那么小于万元的销售额显示为 0，
导致无法如实反映真实的业务数据。
T 数据有效性：数据的可用性。在数据处理、数据接入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突发
情况。比如网络抖动可能导致智能设备重新获取数据，进而导致部分数据重复，这
时候就会产生一部分无效数据，需要打标签进行过滤，使其不参与分析。数据质量
不高、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数据都可以归为无效数据。
T 数据相关性：数据与决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数据的相关性是需要正确看待的一项指
标。如果不相关的数据参与模型计算，很可能污染算法信息；如果相关数据的权重
偏高，也会影响分析结果，且数据的相关性越高，对分析结论的影响程度就越大。
T 数据安全性：数据的物理安全性与数据隐私性。数据是个人或企业的资产，因此我
们需要保证其存储媒介的安全性，这就需要有各类容灾策略，比如保障资料馆安
全、机房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等。除了物理上的数据安全性，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安全性就是数据隐私性，比如银行账户的数据，谁也不会愿意
自己的“小金库”公之于众。此时，数据权限、数据隔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了解“好数据”的标准，才能保证数据分析的每一步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以最短
的路径找到决策方案。

2.2.3

向“数据科学家”看齐

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是探索、研究数据奥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使用各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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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算法从大量数据中提取见解。
亚马逊一份报告中有一张非常形象的数据科学家画像，如图 2-4 所示。可见，数据科学
家需要具备将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技能，需要横跨多个学科以获得大数据分析和洞察能力。

图 2-4

数据科学家画像

数据来源：NewInternetOrder。

为了帮助大家向数据科学家迈进一步，本书会从知识、工具以及案例方面进行介绍。
首先了解几个概念。
T 统计分析：根据既定的数学公式和规律，对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
T 可视化：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首先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
上显示，再进行交互处理。
T 人工智能：目前最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人工智能（AI）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让机
器做人类需要智能才能完成的事”。
T 机器学习：AI 的一个分支。AI 系统需要具备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即从原始数据
中提取模式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为“机器学习”。
T 深度学习：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计算机通过层次化的方式先构建较
简单的概念再学习复杂的概念。绘制出的这些概念彼此关系的图是一张很“深”
（层
次很多）的图，因此被称为“深度学习”。
T 知识图谱：AI 的另一个分支。它是一种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和建模世界万物关联关
系的方法。

2.3

数据分析之“层”
从“原始数据”到“可行动的数据”的逐步转换过程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以便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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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分析层次由浅入深可以为描述性分析、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和指导性分析（见图 2-5）。

图 2-5

智能数据分析的 4 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tic）。这是数据分析最基础、最简单的层
次。它通过将大数据压缩变成容量更小的信息，以总结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通常
情况下，其通过商业报告、仪表板、记分卡等形式来承载。企业构建的数据仓库为数据分
析所用，也属于描述性分析层次。事实中，超过 80% 的业务分析会通过描述性分析来实
现，所以其实它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第二个层次：诊断性分析（Diagnostic Analytic）。它是在描述性分析基础上，继续探
求产生此种结果的原因的分析，也就是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比如，我们去医院
做各种检查，抽血、拍片的报告都属于描述性分析范畴，而医生通过进一步诊断推测结果
产生的原因，再通过其他检测获取印证，这就是诊断性分析过程。
第三个层次：预测性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它是利用各类统计、建模、数据挖掘
工具对已发生的数据进行研究，从而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分析。其目的不是要准确说明将来
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所有的预测分析结果本质上都存在一定的
概率。比如天气预报，大量的数据学习及气象学的长足发展让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但谁
也无法保证天气一定会和预报完全相符。
第四个层次：指导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tic）。它借助新兴技术，通过一个或多
个动态指标显示每一个决策结果。指导性分析又称为规范性分析，对数据分析的每个环节、
每个步骤、每个流程、每个岗位都设有一定的标准。分析结果更具准确性，可直接作为业
务决策使用。它超越描述性分析和预算性分析，在预测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跟踪能力，
通过行为数据预测结果，并具备追溯能力，是真正的可解释型 AI 分析。
如何进一步加深对这 4 个数据分析层次的理解呢？数据分析的目标是通过对数据的分
析来指导人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而数据分析的这 4 个层次正是从不同程度帮助人们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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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6 所示，通过描述性分析，人们能掌握一定的信息，但还是需要加入大量的经验作
为判断依据。随着分析层次的深入，人为判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理想的指导性分析可
以完全帮助人们快速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且能清晰展示采取行动的原因，并可以根据环
境因素的变化对决策和行动做出及时调整。

图 2-6

智能数据分析的 4 个层次层层递进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是不是只有指导性分析才能称为智能分析？其实不然，在智
能分析时代，这 4 个层次的分析必不可少，并且每一个层次上的分析都可以通过智能化手
段提高分析效率及准确度。接下来，我们会对 4 个层次的分析做详细阐述。

2.3.1

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可谓在生活中、企业管理中处处可见。小到个人月消费数据，大到企业年
报、国家级宏观经济数据统计，都是描述性分析。从结果来看，其可以是总结性的话语，
可以是统计表格，也可以是图形化展示。
俗话说，“一图胜千言”。可视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视化有助于理解，可以帮助加
深印象，甚至可以直接提供决策信息。
1. 从单据到表格
最基础的可视化是将杂乱无章的数据表格化，使之有条理、清晰地展示出来。比如从
单据转为表格就是一种基础的可视化方式，如图 2-7 所示。
记得某年 5 月 20 日，闺蜜拉我去参加一个高校校友相亲会。活动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售
楼部举行，现场“有山有水”很有气氛，共 50 人（男女各 25 人）报名参加。在主持人的
带领下，经过破冰交谈及游戏环节后，报名者在小卡片上写下自己心仪对象的号码，每个
人可以选 3 个，并确认优先级。工作人员收集卡片后汇总统计数据，选出互选最佳的 3 对，
赠送丰厚的礼品。闺蜜知道我是做数据分析相关工作的，于是让我负责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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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从单据到表格

了解游戏规则之后，趁投票和收小卡片的空档，我画了个表。等小伙伴们把小卡片收
起来并唱票后，我将对应表格填满，就形成了图 2-8 所示的表格。

图 2-8 “5.20”相亲配对统计

分析思路是，通过二维表格记录互选结果，再将互选结果匹配得出最终结论。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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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区分的信息就包括“男选女”还是“女选男”，选择顺序是 1、2 还是 3，选择人、被
选择人的号码分别是什么。每一个需要区分的信息都要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但二维表是
没有办法记录所有信息的，由于手边可用工具有限，我选择了“表格 + 形状 + 数字”的
方式。
表格中，25 行分别代表 25 个男同学，25 列分别代表 25 个女同学，男同学写的小卡片
用“□”表示，女同学写的小卡片用“○”表示，里面的数字代表的是优先级，也就是第
几个目标对象。比如，2 号女生的第 3 位中意对象是 8 号男生，那么就在第 2 列第 8 行画上
一个“③”。
通过这个表，我们就能一眼看出，既有“□”又有“○”的代表配对成功，并用大
一点的圆圈划出符合条件的格子，一共 8 个。在这 8 个中，我需要选择出符合条件的 3

对。最终通过优先级筛选，确定“女 1 ♡ 男 25”“女 18 ♡ 男 18”“女 20 ♡ 男 3”三对
优胜。
这是一个小型的游戏型统计分析，采用表格的方式对大量表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从表格到图表
大量的数据分析采用表格的方式展示，企业也在为各类报表分析不断投入人力和物力。
但密密麻麻的数字让人眼花缭乱，很可能一眼看不到重点。如何一针见血地突出想表达的
观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要通过形象化的图表，如图 2-9 所示。图表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常见的有柱状图、饼图、折线图。随着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人们更容易通过数据来力证
自己的观点。

图 2-9

从表格到图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表 2-1 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取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我
们通过表格可以获知各年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计算出各年增长率。但是，如果
希望了解各年数据的趋势变化，我们就需要通过肉眼比较来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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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起）

年份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2018

64 734.0

366 000.9

469 574.6

900 309.5

9.69%

2017

62 099.5

332 742.7

425 912.1

820 754.3

10.90%

2016

60 139.2

296 547.7

383 373.9

740 060.8

7.88%

2015

57 774.6

282 040.3

346 178.0

685 992.9

6.97%

2014

55 626.3

277 571.8

308 082.5

641 280.6

8.15%

2013

53 028.1

261 956.1

277 979.1

592 963.2

10.10%

2012

49 084.5

244 643.3

244 852.2

538 580.0

10.38%

2011

44 781.4

227 038.8

216 120.0

487 940.2

18.40%

2010

38 430.8

191 629.8

182 058.6

412 119.3

18.25%

2009

33 583.8

160 171.7

154 762.2

348 517.7

9.17%

2008

32 464.1

149 956.6

136 823.9

319 244.6

18.20%

2007

27 674.1

126 633.6

115 784.6

270 092.3

23.08%

2006

23 317.0

104 361.8

91 759.7

219 438.5

17.15%

2005

21 806.7

88 084.4

77 427.8

187 318.9

15.74%

2004

20 904.3

74 286.9

66 648.9

161 840.2

17.77%

2003

16 970.2

62 697.4

57 754.4

137 422.0

12.90%

2002

16 190.2

54 105.5

51 421.7

121 717.4

9.79%

2001

15 502.5

49 660.7

45 700.0

110 863.1

10.55%

2000

14 717.4

45 664.8

39 897.9

100 280.1

10.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但是，如果换成图表（见图 2-10），我们就可以通过柱子的高低和线条的形状直观地看
出 GDP 总额（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合计）逐年呈递增趋势，但 GDP 增长
率呈波动状。这就是图表的魅力所在。

图 2-10

国内生产总值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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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图表到报告
每个图表都饱含着数据的价值，但往往需要配合文字描述，以及多图表的组合形式，
才能真正把数据的故事讲出来。这时候就需要形成数据分析报告，如图 2-11 所示。这里说
的“报告”是广义上的报告，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以 Word 为载体的图文并茂的报告，
也可以是将最关注的指标在炫酷的仪表板展示。

图 2-11

从图表到报告

比如宏观经济相关数据统计，独立的图表很难完整地表达数据信息，可以通过报告的
形式，将文字、数字组合形成报告，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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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通过直观的可视化仪表板进行展示。这种场景更适合于大屏展示，或是日
常 PC 端的分析看板，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国民经济统计分析看板

故事化的报告用更美观的方式展示了数据间的关系，分析得出的结论信息集“美貌”
与“内涵”于一体。

2.3.2

诊断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如实展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最基础层次的总结。我们还需要通过诊断
性分析来探究发生的原因，找到合适的决策方案。
1. 因素分析法
各领域已经有较成熟的传统分析模型，通常指标的影响因子是相对确定的，但不同的
场景中各因子对模型分析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这样的分析方法被称为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的典型应用是财务分析中的各类指标。下面以最基础的资产负债率为例进
行介绍。
我们定义核心指标为 Y，影响因子为 X1、X2、…、X4，指标间的关联关系为 Y = F(X1,
X2, …, Xn)，连环替代值为 M，单因素变动影响为∆ Y。
核心指标资产负债率和相关影响因子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Y=
)

流动负债( X 1 ) + 非流动负债( X 2 )
负债总额
× 100%
=
× 100%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X 3 ) + 非流动资产( X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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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 2019 年资产负债情况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分解因素

样例数据

本年累计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171 032 152.76

173 042 556.02

103 237 186.19

102 620 404.79

67 794 966.57

70 422 151.23

369 867 381.66

353 154 332.23

39 969 860.95

42 168 191.40

329 897 520.71

310 986 140.83

46.24%

49.00%

非流动负债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上年同期

资产负债率

分析采用连环替代的方式，即根据各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顺次用各因素的比较值（通
常为实际值）替代基准值（通常为标准值、计划值或上年同期数），计算每个因子对本期数
据变化的影响。计算方式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因素分析连环替代

影响因素（Xn）

连环替代（M）

单因素变动影响（∆Y）

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非流动资
产取年初余额

M0 = F(X01, X02, X03, X04)

流动负债取年末余额，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取年初余额

M1 = F(X11, X02, X03, X04)

M1-M0

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取年末余额，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取年初余额

M2 = F(X11, X12, X03, X04)

M2-M1

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取年末余额，
非流动资产取年初余额

M3 = F(X11, X12, X13, X04)

M3-M2

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非流动资
产取年末余额

M4 = F(X11, X12, X13, X14)

M4-M3

以流动负债的因素变动影响为例，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负债因素变动影响(∆Y1 ) = M 1 − M 0 =

流动负债( X 11 ) + 非流动负债( X 02 )
× 100%
流动资产( X 03 ) + 非流动资产( X 04 )

103 237 186.19 + 70 422 151.23
× 100% − 49%
42 168191.40 + 310 986 140.83
= 0.17%

=

依此类推，通过连环替代法计算出的资产负债率各因素的变动影响如表 2-4 所示。可
见，非流动资产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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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分解因素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负债表因素分析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较上年增减额

连环替代

因素变动影响

171 032 152.76

173 042 556.02

-2 010 403.26

103 237 186.19

102 620 404.79

616 781.40

49.17%

0.17%

67 794 966.57

70 422 151.23

-2 627 184.66

48.43%

-0.74%

369 867 381.66

353 154 332.23

16 713 049.43

39 969 860.95

42 168 191.40

-2 198 330.45

48.73%

0.30%

329 897 520.71

310 986 140.83

18 911 379.88

46.24%

-2.49%

46.24%

49.00%

资产负债率

2. 追溯与洞察
分析很难一蹴而就，总是需要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探索，这就是追溯与洞察。
接着上面的例子，我们已经分析出非流动资产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较大，那么非流动
资产内部具体是哪个指标对资产负债率影响最大呢？
图 2-14 展示了资产负债率指标影响因子。根据资产负债率计算公式，通过上述例子
中的因素分析法，对下一层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追溯下级因子的影响程度，如
图 2-15 所示。

图 2-14

资产负债率指标影响因子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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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追溯

追溯和洞察的方式很多，或根据业务的逻辑性层层下钻，或根据不同的维度不断地探
索原因。随着探索分析工具不断更新，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进行快速的下钻、联动、穿透成
为可能，通过简单的设置、拖拽、筛选就能很快地查找、分析数据。
3. 相关性与因果性
说起相关性，我们一定会想起流传了 20 多年的“尿布与啤酒”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
家叫 Teradata 的咨询公司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发现某超市（大部分说是沃尔玛，也有说是“711”便利店）在工作日的下午 5 点到 7 点之间啤酒和尿布的零售额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
大量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在美国，太太们常常叮嘱丈夫下班为小孩买尿布，而他们大多会
同时带回自己最喜欢的啤酒。后来，超市将尿布和啤酒摆在一起出售，两者的销量大大增
加。虽然后来被证实故事有夸大的成分，但今天依然被当成大数据研究的经典案例写入各
类大数据分析教材。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从相关性规律探索因果性关系的案例。
之前讲到的因素分析法、追溯和洞察，通常是已知事物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数
据的分析、探索，证明哪类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以提供信息来支撑决策。而从相关性到因果
性分析大大不同，它是在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未知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数据规律来确定相
关关系，然后再通过大量实验去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有相关性并不代表有
因果性，比如“夏天天气热”和“游泳溺死人数”“冰激凌销量”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从
数据上看，
“游泳溺死人数”和“冰激凌销量”存在相关关系，但并不能说明存在因果关系。
诊断性分析往往需要先通过大量的数据发现事物的相关性，再通过研究证明其因果性。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例如在医学领域，大家普遍认可保持良好的心情对治愈癌症或控制癌症的发展有帮助。
确实有非常多的案例证明了治愈的可能性，但是谁能保证这不是个案。《每个人的战争》一
书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大卫·史皮格尔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把一些病情类似的、
被判定只有数月寿命的乳腺癌转移患者分成几组，其中一组被要求成立互助小组，成员每
周见面，分享自己的情绪和应对疾病的方法，另外几组则不做任何互动。后来，史皮格尔
打电话给组成互助小组的成员家庭回访，原来 50 人中有 3 人亲自接了电话，此时，距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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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癌症已经过了 10 年。而对照组的 36 名女性已经全部去世。而且，在同样去世的人
当中，参与互助小组的平均存活时间是其他人的 2 倍。实际的案例证明，互动让患者疏解
心中郁结，心情变好，二者存在强相关性，可能存在因果性。但是，受样本的限制，真正
证明好心情确实有助于治愈癌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论怎样，我们还是会先选择相信，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相关性、因果性分析通常是通过部分数据的现象猜测其关系，总结出相关的计算模型，
再通过大量的数据进行验证，最终应用于推测场景。

2.3.3

预测性分析

在描述性分析和诊断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研究，进一步总结规律，再通过
算法模型等方式对未来进行预测，这就是预测性分析。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备受关注，去除燃烧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已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问
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火电厂对氮氧化物排放量有一定标准。这时就需要用到“脱硝”技术。
目前，业内采用的主流脱硝技术为 SCR 和 SNCR。SCR 技术采用催化剂加喷氨的方式
实现 NOx（氮氧化物）浓度的降低。为保证 NOx 浓度符合国家标准，我们需要通过算法来
预估 NOx 浓度，从而计算氨的浓度。某电厂专门建设了机组智能喷氨分析站，通过智能的
手段来降低资源的消耗。
图 2-16 展示了 SCR 喷氨脱硝工艺流程，以便理解预测的目标。图中展示的是从烟气产
生到被排出的全过程，智能喷氨分析站需要关注的主要是通过 SCR 技术降低 NOx 浓度的环
节，也就是图中用蓝色底色标出的部分。

图 2-16

SCR 喷氨脱硝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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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喷氨分析站通过在入口、出口处安置测点，通过测点记录入口、出口 NOx 浓度数
据，发现负荷波动、温度情况，并输入智能喷氨数据模型，完成时序预测数据、实际数据
的对比，并直观展示预测数据、对比预测数据准确性，不断优化分析模型，向越来越准确
的方向迭代。目前，上述流程在某个电厂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99%。
输出数据的可视化展现如图 2-17 所示。这里通过实时动态曲线来展示 NOx 浓度预测值
和实际值，以便及时调整预测模型，最终对氨气、催化剂的投放量做出正确判断。

图 2-17

NOx 浓度预测

预测性分析与业务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不同场景下的预测模型、方案大概率是不同的，
通用的预测方案通常并不准确。

2.3.4

指导性分析

指标性分析是在描述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可解释的模型体系，让整个
分析更具规范性、指导性，并可以通过灵活调整参数的方式完成分析，真正提供决策支持。
指标性分析往往会用到描述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智能的决策，所
以常常会造成概念上的误解。我们以攀岩为例，对运动员历次攀岩天气、身体状况、成功
与否的记录是描述性分析；根据环境因素、运动员身体情况对攀岩成功率的预测是预测性
分析；根据各类因素推荐攀岩的成功路线，才是真正的指导性分析。所以，指导性分析需
要建立在描述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准确的基础上，否则提供的指导意见很可能是错误的。
接着说攀岩的例子，注意我们这里的攀岩特指户外、较长路线的攀岩。通常意义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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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攀岩指导性分析如图 2-18 所示，通过计算每步的成功率得出所有路线的综合成功率，
提供成功率最高的路线作为指导意见。这里要考虑的因素有运动员的身高、体重、臂长、
腿长、历史攀岩中记录的可伸展的角度、天气情况、地形状况等。

图 2-18

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每步的成功率

如果仅仅做到这样，那么也只是“预测性分析 + 人为判断”，因为它虽然从数据上预测
出了各方案的成功率，但无法及时适应变化，比如光线、温度、风力、是否下雨等，并未
真正对决策起到指导作用。进一步的改进方案是，给运动员穿上智能监测设备，设备可实
时监测外部环境和运动员的身体情况，通过持续学习的方式来不断优化路线，为运动员提
供实时响应的路线指导，如图 2-19 所示。

图 2-19

实时响应的路线指导

指导性分析能为每一步决策提供支持，可以根据参数的变化敏捷地调整方案，提供多
种解决方案并排出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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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使用来看，描述性分析和诊断性分析仍占主导地位，预测性分析和指导性分
析逐步从理论转向实践，正在通过各类大大小小的具体场景落地来生根发芽。

2.4

数据分析之“法”
要做好数据分析，首先要有正确的分析思维，其次就是掌握较好的分析方法。

2.4.1

分析思维

过去人们通常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进行决策，直白一点就是管理者、决策人“拍脑袋”
做决定，他们往往通过个人管理经验或直觉判断，这种决策方式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大，
失误的概率也很大。随着数据科学的发展，数据逐渐被有意识地存储下来，并可以通过大
数据、各种算法模型进行计算、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更多的依据。分析工具的不断完善、
低门槛化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数据分析中来，这就需要参与人拥有分析思维，才能更好地
为决策者提供服务。
那么，究竟何为“分析思维”？它其实是一个宽泛而抽象的概念。首先，从思想上
要认可从数据中可以发掘价值，用数据说话的理念；其次，有强逻辑思维能力，能发现数
据间的关系；最后，不仅要懂数据，还要懂业务，从商业本质出发，探寻数据规律，总结
经验。
如图 2-20 所示，通常情况下数据分析需要经过获取、组织、分析、传递 4 个步骤。在
这个过程中，目标是从客观存在的数据中洞察出价值，以便采取正确的行动。要实现这个
目标，需要做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掌握方法、迭代探索。
T 目标明确：明确分析目标，是要通过数据洞察并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使数据分析
不偏离轨道。
T 思路清晰：明确数据分析的步骤是先获取数据，再通过组织加工得到处理后的信息，
再进一步通过分析转换为知识，最后通过传递形成价值的过程。
T 逻辑严谨：每一个分析场景都有业务逻辑性，比如一般先由总到分，分析整体情况
后根据业务逻辑关系查找原因，通过各维度的数据做证明，避免数据漏洞导致分析
错误。
T 掌握方法：要了解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找到最佳分析方法。
因为数据分析方法非常多，算法也多种多样，一下子穷尽并了解所有的方法是不现
实的。相较来说，先大致了解分析方法的类别，知晓其解决问题的范围，遇到具体
问题再详细学习并应用是最高效的方式。
T 迭代探索：随着数据量增大、数据种类多样化，想要通过一次性分析得出最终结论
的场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总结规律，发现数据规律后及时调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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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无论自己分析还是利用机器学习分析，都需要有迭代探索的思维。
数据

获取

洞察

组织

图 2-20

2.4.2

行动

分析

传递

数据分析过程

分析方法

俗话说“巧干能捕雄狮，蛮干难捉蟋蟀”，凡事都要讲究方法和技巧。数据分析也是一
样，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正如第 1 章讲过的数据分析思路和方法的发展历程，数据分析
方法早在 17 世纪就有了基础的理论体系支撑，但到计算机诞生数据分析才得以真正发展；
数据库、数据仓库的诞生为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随着硬件不断革新和软件技术突飞猛进，
数据智能时代到来，数据分析方法也越来越趋向朝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但是，无论
技术如何发展，数据分析整体的思路万变不离其宗，基础的方法论并不会被颠覆，只是在
其之上发展出诸多技术，使数据分析方法有了更强的突破。
在第 1 章中，DIKW 体系与 CRISP-DM 是通用的数据分析方法论。那么，企业数据分
析体系应当如何建设呢？遵循业界公认的理论体系，结合我们实际帮助企业建设分析平台
的经验，可总结出图 2-21 所示的步骤。

图 2-21

数据分析基本步骤

对于企业来讲，数据分析主链路需要经历“数据汇聚—探索分析—价值挖掘”3 个步
骤，分别对应“数据—信息”
“信息—知识”
“知识—智慧”3 个阶段。具体来说，“数据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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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从数据碎片到数据湖，通过数据清洗、加工、治理后形成规范的数据仓库；通过对分
析场景的商业理解，总结出可直接分析、展示的数据集市，进一步形成可视化分析模型（即
探索分析）；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提供推荐、预测结论，并将分析结论进行分享、复用，
形成知识的传递，实现价值挖掘。这 3 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相辅相成、迭代
循环，后面的分析过程随时都可能反馈到前面的过程，进而不断修正分析结论。
从数据到智慧的过程，我们从分析方法上总结了 5 个部分，分别为数据准备、数据管
理与治理、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展示。无论在数据分析的哪个部分，上述过
程都是必要的步骤。进入智能分析时代，每个环节中都可以融入智能分析方法，可谓“智
能无处不在”。

2.5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为什么”
“是什么”
“有什么”
“怎么办”4 个方面介绍了智能数据分析相关的

基本知识。接下来将对图 2-21 所示的步骤进行详细阐述，第 3 章介绍、数据资产管理相关
方法，第 4 章介绍数据统计与数据挖掘相关方法，第 5 章重点就数据可视化分析做阐述。

第二部分 Part 2

理论方法

■

第3章

数据资产管理

■

第4章

数据统计及数据挖掘

■

第5章

数据可视化分析

Chapter 3

第3章

数据资产管理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做好数据分析，先要找到“米”，也就是我们第 2 章
中提到的“好数据”。如何获取数据，又怎么能在数据中找到真正有用的“好数据”，是本
章探讨的重点问题。
研究表明，在数据分析整个过程中，数据准备大约占 80% 的时间。把数据收集起来，
并确保数据可直接用于分析，是最麻烦、最耗时的事情，这在企业级数据分析中也被称为
“最脏最累”的活。倘若数据未处理妥当，再炫酷好看的可视化展示也毫无意义。如果你参
与过大型企业 BI 系统的建设，那就一定有所感触。无数的决策分析系统成为临时的“形象
工程”，名声大噪之后无人问津，原因大多是后续数据不准确，无法真正为业务、管理提供
实质的服务。这实为数据分析项目建设的悲哀。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在 2001 年就指出：“一个组织如
果没有认识到管理数据和信息如同管理有形资产一样重要，那么它在新经济时代将无法
生存。”这其实说的就是“数据资产管理”。之所以把数据称为“数据资产”，是因为其具
备资产的特性，从会计学对资产定义的角度看，其未来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且由企业和组织
控制或拥有。那么，数据资产管理就可以理解为：以资产管理的方法结合数据的特征，管
理好数据从产生、流转、存储、整合、分析、价值发现，到归档与消亡全生命周期的每个
环节。
做好数据资产管理，恰恰是解决数据不准确问题，确保输出“好数据”，使数据分析发
挥有效价值的基础保障。如果把数据资产管理的过程比作制作大餐的过程，那么本章侧重
探讨的内容是：如何进行数据的生产、流转、存储及整合，为数据分析与价值发现提供好
的“食材”，为最终做出“大餐”提供服务，即数据准备；如何从做“大餐”的过程中汲取
经验，以便在下一次更加快速、有效地选择更好的“食材”和“调料”，即数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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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数据资产管理
在深入探讨数据准备和数据治理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数据资产管理，主要从其发

展历程和基本内容两方面来理解。

3.1.1

发展历程

虽然数据资产管理近些年才被提出来，但其体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
的诞生让数据存储成为可能，存储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据资产管理的产生。因此，数据资
产管理离不开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日益增长的数据需求不断地对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技
术的发展又促进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不断推陈出新，向更高速、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数据资产管理系统经历了 4 代○，如图 3-1 所示。
一

图 3-1

数据资产管理系统的发展

T 第 1 代：层次和网状数据库系统。数据资产管理系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当时，文件中的数据是独立存储的，面向的应用也是单一的，所以第 1 代数据资产
管理系统重点解决的是数据存储和访问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层次和网络数据库出
现，它们实质是以树的结构来表达数据的存储和访问，但是只能实现从父节点的值
层层检索子节点数据，要获取检索结果就得采用遍历的方式。比如，查找某企业员
工的信息，必须从部门到小组再到具体的员工。
T 第 2 代：关系数据库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数据查询和访问需求不断增加，促使
人们探索更有效的数据管理及存储、访问模式。1970 年 6 月，IBM 的埃德加·弗
兰克·科德（Edgar Frank Codd）发表题为“ A 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 ”的论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数据库关系模型这一概念。在此理论
基础之上，SQL 诞生。SQL 语言基本结构由 3 个句子组成：SELECT 子句指定呈现
的列，FROM 子句指定表，WHERE 子句指定对行的选择条件。清晰的关系型数据
结构大大提高了信息系统的开发效率。为此，1981 年他获得“关系型数据库之父”
的荣誉。接着上面的例子，利用关系型数据库查询某企业员工，仅需要一条 SQL
一
参考资料：杜小勇，卢卫，张峰 . 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J]. 软件学报，2019, 30(1) : 127-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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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就可以完成。
T 第 3 代：数据仓库系统。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越来越多的数据被记录、存
储。数据的增长带来了数据分析要求的提升，使得分析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时间的
高效性、维度的多样性方面对技术提出新的挑战。双模 IT 模式应运而生，OLTP（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联机事务处理）和 OLAP（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联机分析处
理）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为实现 OLAP 模式应用，数据仓库系统诞生。数据仓库系统
通常采用星型模型存储，可以通过事实表和维表存储，也可以通过立方体模型存储。
在这一时期，列式存储模型也在逐渐被应用。人才信息库的大批量数据查询成为可能。
T 第 4 代：大数据管理系统。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同时，数据仓库
在海量、实时、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分布式存储、HDFS、NoSQL 的
诞生为数据管理、数据存储带来了新的契机。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个性化的画像信
息、AI 智能推荐成为新的分析方向，为新型商业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NoSQL 很好
地弥补了 SQL 不擅于处理大容量、非结构化数据的缺陷。但事实上无论从程序的继承
角度还是从提高生产率角度看，SQL 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成为大数据管理系统建设
的共识。大数据管理系统更多是在数据仓库系统基础上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弥补大规模数
据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及智能化探索方面的缺陷，并不是完全推翻了原有的技术。
目前，企业、组织的发展程度不一，但近些年都开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台。
虽然主体模式相似，但企业必须根据自身需求探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案，根据不同的场景采
用合适的技术，做好整体的规划和建设。毕竟，“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3.1.2

基本内容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 International）在《 DAMA 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原书第
2 版）一书中，将数据管理（DM）定义为“为了交付、控制、保护并提高数据和信息资产
的价值，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制订计划、制度、规程和实践活动，并执行和监督的过程”。
DAMA 将数据管理的职能归为十一大类：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建模和设计、数
据存储和操作、数据集成和互操作、数据安全、文件和内容管理、参考数据和主数据、数
据仓库和商务智能、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图 3-2 展示的 DAMA 数据管理框架包含
了这十一大职能。
其中，数据架构、数据建模和设计、数据存储和操作、数据集成和互操作、文件和内
容管理、数据操作管理、参考数据和主数据、元数据管理、数据仓库和商务智能属于“数
据准备”范畴，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数据质量管理归类为“数据治理”。
结合 DAMA 对数据管理职能的分类，我将数据处理分为“管”
“存”
“算”3 个层面，将
数据治理分为“规”
“治”2 个层面，如图 3-3 所示。通过这 5 个层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获得
在第 2 章中提到的具备 9 个特性的“好数据”。只有获取真正的“好数据”，我们才能确保
有效的智能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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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 数据管理框架○
一

图 3-3 “管”
“存”
“算”
“规”
“治”

一
参考资料：DAMA 国际 . DAMA 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 2 版 [M]. DAMA 中国分会翻译组，译 . 北
○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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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层面的主要内容和作用如下。
T 数据之“管”：狭义的数据管理，指对不同类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这里
我们把数据分为 4 个层次，接下来重点阐述元数据管理和主数据管理。通过“管”
来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数据内容的准确性、数据的安全性及数据粒度的精细性。
T 数据之“存”：数据存储，指通过技术手段将数据存储起来，涉及 3 个关键词，即
“数据湖”“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数据的有效性、及时性、相关性、一致性、
安全性、准确性，其来源的可靠性、粒度的精细性，最终都会体现在“存”之上。
T 数据之“算”：这里指数据预处理，即在真正进入数据分析展示阶段前期的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中的统计、各类算法的计算，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阐述。这里的“算”
包括数据清洗和数据加工。通过数据清洗保证其有效性和一致性，通过有效技术手
段确保从预处理至分析过程中数据的及时性，通过数据加工确保其相关性。
T 数据之“规”：指数据规范，包括对数据规范的制定和数据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规”是确保数据有效性、安全性的基石。
T 数据之“治”：狭义的数据治理，实质上指数据治理相关的一套方法及体系，包括
实践数据之“规”来确保数据质量的过程和方法。它不仅包括技术上的治理工作，
还包括有效满足组织各层级管理诉求的有效手段，具体是数据、应用、技术和组织
四位一体均衡的治理体系。数据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证数据质量，即数据的一
致性及准确性。

3.2

数据之“管”
第 2 章从数据格式、数据价值、数据更新频率及数据应用方面对数据做了分类。这些

类别是从业务视角进行划分的。对于较大型的企业而言，由于组织结构复杂、业务丰富多
样，需要借助专业化的数据管理厘清数据处理链路，最大限度提升数据分析效果，还需要
从技术角度对数据进行划分。这就是数据之“管”所要介绍的内容。

3.2.1

数据的 4 个层次

从数据的作用及管理的方式来看，我们可把数据分为 4 个层次：元数据、参考数据、
主数据、一般数据（交易数据）。本章的数据之“管”指管理好这 4 个层次的数据。
T 元数据：通俗地说就是描述数据的数据，比如描述数据的名称、属性、分类、字段
信息、大小、标签等。要做好数据管理，元数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T 参考数据：用于将其他数据进行分类或目录整编的数据，它定义了数据可能的取值
范围，可以理解为属性值域，也就是数据字典。参考数据一方面有助于在 TP（业务
处理）侧提升业务流程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在 AP（数据分析）侧规范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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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系统综合分析提供有利保障。
T 主数据：指具有高业务价值的、关于关键业务实体的、权威的、最准确的数据，
被 称 为“黄 金” 数 据， 通 常 用 于 建 立 与 交 易 数 据 的 关 联 关 系， 以 便 进 行 多 维 度
分析。
T 一般数据：也就是交易数据。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元数据、参考数据、主数据
为静态数据，一般数据是动态数据。它一般随着业务的发生而变化，比如资金交易
流水。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 4 类数据的关系，我们用图 3-4 所示的例子来解释。以员工信息及
差旅费数据为例，每个员工都可能产生差旅费数据，我们一般按照员工所属部门、岗位甚
至性别来分析差旅费的使用情况。每天产生的差旅费明细数据，属于一般数据（交易数据）。
记录这些数据时，只需要记录员工的 ID 即可。员工的部门、岗位、性别是员工本身的属
性，没有必要在每笔差旅费上冗余这类信息，且此类信息不仅仅用于分析差旅费，其他如
工资、奖金、考勤等，只要与员工相关的数据分析都可能用到。明智的方法是单独管理员
工信息，这类信息也就是“主数据”。那么，描述员工信息表的表名、字段数据就是“元数
据”。在记录数据时，类似性别、民族、血型这类有明确规范定义的数据，则可以用参考数
据的方式进行管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规范性。

图 3-4

元数据、参考数据、主数据、一般数据

当然，实际的数据管理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组织、部门信息，需要作为企业的主数
据进行管理。主数据与主数据之间也存在键值关系。在企业数据管理中，重要的是要识别
哪些是主数据、哪些是参考数据，统筹考虑后进行有条理、有规划的管理，才能让业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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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和数据分析有条不紊地运转，为后续智能分析提供有力保障。
不同的数据在数据量、更新频率、数据质量和生命周期上有不同的特点。如图 3-5 所
示，了解其特点及属性，有利于在数据管理过程中清晰划分数据种类，做好数据管理。

图 3-5

数据层次

其中，元数据管理和主数据管理通常是数据管理中的重点。

3.2.2

元数据

元数据，也被称为“元资料”
“诠释资料”。这个概念最初于 1969 年由 Jack E. Myers 提
出，起初用于传统目录和档案查找，所以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业务管
理人员逐渐意识到元数据存储库的价值，开始重视元数据的管理。业界开始尝试开展元数
据的标准化工作，比较有名的有都柏林核心元素集（DC）、开放信息模型（OIM）、公共仓库
元数据模型（CWM）。但是，由于工作量大、专业技能人员缺乏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
后期元数据管理工具爆发性增长后一直停滞不前。
如今，随着信息技术存储能力、计算能力的迅猛发展，海量数据的涌入，人们对数据
检索效率和准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智能化推荐更深入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元数据重获关
注。2016 年，Gartner 发布了第一份元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报告，指出随着 IoT 数据的扩散、
大数据和数据湖的发展，企业获取所需数据的需求增加，多类型数据的获取、映射数据各
元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2021 年，Gartner 发布《主动元数据管理市场指南》，新概
念“主动元数据”（Active Metadata）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主动元数据是一组能够持续访
问和处理元数据的功能，这些功能支持对不同成熟度、用例和供应商解决方案的持续分析。
与传统的元数据平台不同，主动元数据平台不断地处理元数据，如通过智能方式自动打标
签。可见，元数据是数据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智能的元数据管理方法。
元数据的分类有很多种，DAMA 将元数据分为业务元数据、技术和操作元数据、流程
元数据及数据管理制度元数据。我们通过图 3-6 所示的示例来理解这 4 类元数据。业务元
数据把业务目标与元数据用户紧密关联起来，如数据定义、数据主题及目录、更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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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都是与业务目标强关联的信息。技术和操作元数据为开发和技术人员提供系统
类信息，包括物理表名、字段名称、字段信息等。流程元数据描述了流程、业务规则等系
统其他元素的特性，如对数据收集及发布审批流程的定义、对流程顺序和规则的描述等。
数据管理制度元数据则是关于数据管理专员、监管制度和责任分配的数据，如数据拥有者、
数据访问权限、数据使用权限等。

图 3-6

元数据类型

从数据分析角度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技术和操作元数据、数据管理制度元数据。
这里要提到一个“非结构化数据的元数据”概念。元数据都是结构化的，但是非结构
化数据也需要进行描述和管理，这些描述非结构化数据的数据通常会由结构化的方式进行
存储。例如图片是非结构化数据，描述图片信息的数据，如图片的名称、创建时间等就是
图片的元数据，这被称为“非结构化数据的元数据”。

3.2.3

数据标签

数据量的指数级膨胀带来了搜索引擎的飞速发展，要想能准确分析数据，第一步便是
找到数据，即搜索、定位想要的数据。从理论上来看，搜索的逻辑非常简单，即根据输入
项在大量的数据中匹配、查找，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和顺序展示。但是，要真正准确地返回
用户想要的信息，搜索引擎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便是打数据
标签。
从元数据的定义来看，数据标签本质上属于元数据的一种。但由于其作用的特殊性，
本书将数据标签单独拿出来介绍。
说起打标签，很自然地会想到“给人打标签”，比如：说起“诗仙”，人们就会想起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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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飞人”，人们就会想起乔丹。标签是最能体现特征、最快引起共鸣的方式。搜索不断
趋于智能化、自动化，标签无疑是一大功臣。
电商用户画像是非常典型的标签应用场景。下面以用户画像为例谈谈数据标签。
如图 3-7 所示，从内容及用途来看，标签可分为 3 个层次：事实标签、模型标签和高级
标签。
T 事实标签：可以从原始数据中直接提取或通过简单统计得到的标签。在原始数据的
基础之上，首先构建的是事实标签。这类标签构建难度低、实际的含义较为明确，
属于基础标签。
T 模型标签：需要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解析等方式构建标签模型体系，进而产生
的标签。模型标签是标签应用的主体部分。
T 高级标签：在事实标签和模型标签的基础上，与业务含义深度融合后再进行建模产
出的标签。高级标签通常具有具体的业务语义。在不同场景下，高级标签的定义、
分类会有很大的差别。

图 3-7

标签层次

那么，如何理解这 3 种标签呢？在图 3-8 中，我们列举了一位年轻女性在某电商平台的
用户画像案例。用户的基本信息、行为数据、消费数据等属于原始数据，如该用户某天浏览
了哪些商品、购买了哪些商品等。通过对原始数据简单统计得出的消费次数、搜索关键词
等，是事实标签。要想了解用户偏好，事实标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器学
习模型，来推断用户偏好的品类是服饰还是数码产品等，才能更好地在用户购买时进行推
荐。在电商用户行为体系中，模型标签往往是数量最大，应用最广的。但是模型标签往往基
于统一的模型体系进行分析。对于电商领域来说，用户群体、消费能力、信用水平属于高价
值标签。不同的电商存有不同的评价标准，需要根据自身具体业务需求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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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签，我们很快能够勾勒出一个人物画像。对于图 3-8 中的用户画像，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出该用户是一位爱好旅行、摄影的年轻时尚女白领。

图 3-8

用户画像

标签本身是结构化数据，但可以用来描述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3.2.4

主数据

在第 1 章中，我们从 BARC 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主数据连续 5 年备受关注。对于企业
来说，主数据由统一的组织管理，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共有数据，减少共有数据收集成本。
Gartner 对主数据的定义是描述企业核心实体（包括客户、潜在客户、公民、供应商、
站点、层次结构和会计科目表）的标识符和扩展属性的一致且统一的集合。人们常常把数据
分成 3 个等级：黄金、白银、青铜。主数据之所以被称为“黄金数据”，一是因为其重要性
高，二是因为其准确性高。
主数据通常具备如下特点：复用率高、跨多部门多系统、相对固定、高价值。其区别
于一般数据的最大不同点是“超越”：超越部门，它是所有职能部门及其业务过程数据的交
集，例如 A 部门有数据 {a, b, c}，B 部门有数据 {a, c, d}，C 部门有数据 {a, c, d, e}，那么 {a,
c} 就被定义为主数据；超越流程，它不依赖于某个具体的业务流程，却是主要业务流程都
需要的；超越主题，它不依赖于特定业务主题，却又服务于所有业务主题的有关业务实体；
超越系统，它服务于但是高于其他业务系统，因此对主数据的管理要集中化、系统化、规
范化；超越技术，它必须适应采用不同技术规范的不同业务系统，所以微服务架构的出现为
其实施提供了有效工具。也正因其超越性○，主数据的建设需要企业高层足够重视和大力推进。
一

一
参考资料：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 CCSA TC601 发布的《主数据管理实践白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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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业务需求来决定哪类数据为主数据。就经验来讲，通常主数
据有以下几类。
T 当事人主数据：如商业环境中的客户、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信息，执法机构中
的犯罪嫌疑人、证人信息，医疗机构中的病人、医生，教育系统中的教职工和学生
等信息。
T 账务主数据：如会议科目、利润中心、责任中心、银行账户等信息。
T 产品主数据：如装配组件清单、标准报价、手册、标准操作规程等信息，其中可能
包括非结构化的主数据。
T 位置主数据：如地区划分、坐标等信息，这类信息有可能由外部系统提供。
基于上述特点及其分类，企业和组织需要建设主数据管理系统，保证各业务系统使用
同一套主数据，否则在数据分析时会陷入数据沼泽而无法自拔。
图 3-9 展示了主数据来源和使用的链路。主数据可能来源于多个系统，比如人力资源
系统里的人员信息、CRM 系统里的客户信息、财务系统里的银行账户信息等；也可能来源
于外部系统，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主数据可以服务于其他 OLTP 侧的业务
系统，直接被读取使用，比如财务人员做账时直接调用客户信息作为辅助核算对象。由于
主数据相对固定的特性，在 OLAP 侧一般定时对其更新、获取，而对于分析时使用的业务
数据则一般根据业务分析需求选择准实时更新模式或者定时更新模式。由于数据分析的跨
域性，主数据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多数据分析项目需要对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
整合、梳理。我们遇到过很多项目，仅不同系统的组织架构存在差异，就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去做数据匹配和确认，这通常是影响项目进度的最大因素。

图 3-9

主数据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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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体系上讲大家都知道主数据的必要性，但实际执行起来确实非常困难。主
数据管理最重要的需要有主管部门、各类主数据的主责部门。主管部门需要有足够的管理
权利，以规范各主责部门提交的数据。主责部门整理的主数据需要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准确
性，否则即使有主数据管理部门也形同虚设。目前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主数据管理还处
于初级阶段，有些企业即使建设了主数据管理系统，也没有很好地应用和发挥主数据管理
系统真正的价值。企业往往认为已经搭建起主数据管理系统，但主数据使用者往往持不看
好的态度。之前和在大型企业从事多年数据处理、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交流时发
现，他们大多赞同主数据管理的理念和想法，但对大型企业建立真正的主数据管理系统信
心不足，普遍认为困难重重。
建立可用、好用的主数据管理系统，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的报告中指出：主数据管理实施要点主要包含主数据规划、制定主数据标准、建立主数据
代码库、搭建主数据管理工具、构建运维体系及推广贯标 6 大部分。其中，主数据规划是
纲领，制定主数据标准是基础，建立主数据代码库是过程，搭建主数据管理工具是技术手
段，构建运维体系是前提，推广贯标是持续保障。要真正完成上述实施工作，首先要有足
够的组织保障机制，所以，关键的要点在于组织要有足够的力度，才能确保主数据管理真
正提高企业整体的数据管理效率。

3.3

数据之“存”
为了保证信息化快速发展，企业信息化建设多采用烟囱式系统，即各部门、分支机构自

行建设业务系统，满足各自业务的发展需求，这本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但是，随着技术手
段的不断进步，多样化的系统导致数据孤岛的形成，给数据分析带来了巨大障碍。如何打通数
据壁垒，帮助企业、组织各级人员快速查找权限范围内的数据，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于是，各大企业开始搭建数据中心、大数据平台、全业务数据中心、数据中台等，各
种数据汇聚方式涌现，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好的数据管理方式。
如果把数据比作源源不断的水，那么数据湖可以比作湖泊，数据仓库可以比作水库，
数据集便是超市。水经过不断加工，最后成为超市中的瓶装水供人们直接食用，就好比原
始数据经过加工处理最终成为数据集市中直接可用于分析的数据，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数据湖、数据仓库和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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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湖、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形成数据存储的 3 个层次，三者层层递进，各自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数据湖为非结构化数据分析、机器学习、预测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土壤；数
据仓库通过规范化的管理，为企业、组织系统化的数据体系提供支撑；数据集则将数据场
景化，让数据唾手可得，实现即席分析。三者详细的对比分析见表 3-1。
表 3-1
特

性

数据来源

数据湖、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对比

数据湖

数据仓库

OLTP 系统中的关系型和非关
系型数据、IoT 设备、网站、移
动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等

OLTP 系统中的关系型数据

数据结构

非结构化、结构化

星型模型、雪花模型

数据粒度

最细粒度的原始数据

最细粒度的、清洗后的数据

数据质量

任何可以或无法监管的数据

处理方式
分析方式
使用范围
使用人群

可作为重要事实依据的高度
监管数据

数据集
数据仓库
星型模型、雪花模型或宽表模
型、立方体模型、多维层次模型
较粗粒度的、加工后的数据
可直接用于监管及分析的数据

读时模式（Schema-On-Read）

写时模式（Schema-On-Write）

写时模式（Schema-On-Write）

实时、准实时

准实时、非实时

准实时、非实时

快速查询

BI 和可视化

一般组织或企业

部门或工作组

数据开发人员、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

机器学 习、预测分析、数据
发现和分析
大型组织或企业
数据科学家、数据开发人员
和业务分析师

其实在数据分析领域，很多企业一直践行着“数据湖—数据仓库—数据集”体系，只
是大多还停留在对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上。在我接触过的大型企业中，它们在建设数据中心
或大数据分析平台时通常采用“ODS（Operational Data Store）-DW（Data Warehouse）-DM（Data
Mart）”体系。其中，ODS 层其实可以理解为数据湖的一种形式，只是通常情况下其与数据
仓库联系较为紧密，所以在企业对非结构化数据分析需求并不旺盛的时候，它基本被理解
为数据仓库建设过程中的一部分。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数据分析迈入智能数据分析阶段，结构化数据分析已经不能完全
满足需求，人们对海量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需求不断增长，传统数据仓库模式已不
能满足需求。2011 年，大数据厂商提出“数据湖”的概念，这为海量数据的探索和智能分
析奠定了基础。

3.3.1

数据湖

数据湖（Data Lake，DL）是指一个集中化存储海量、多个来源、多种类型数据，并可
以对数据进行快速加工、分析的平台。
数据湖概念出现后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数据湖就是一个噱头，这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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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加工的数据放在数据湖里，可用性差，对企业来讲无意义。数据湖概念一经提出，立
马有一个对应的新名词出现，那就是“数据沼泽”。反对者主要是担忧数据湖的质量，因为
未经处理的数据无法拿来使用，又会让企业重新回到想找数据找不到，找到之后无法分析
的境地。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对数据湖的一种误解。数据湖的出现，并不是要替代数据仓库、
数据集。恰恰相反，它是数据仓库、数据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正如图 3-10 和表 3-1 所示
的关系，数据湖弥补数据仓库在非结构化数据方面的弱势，同时将原始数据很好地统一管
理起来，让数据仓库更专注于数据规范化管理。
清晰的层次更有助于企业、组织提高分析效率，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的数据进行
分析。比如对交易流水数据做展示型分析、相对固定的结论型分析，那么我们需要做好数
据规范、清洗不规范数据，确定数据结构后放在系统中统一使用，这类场景用传统的数据
仓库就可以满足需求。但是，对于需要为企业提供探索性结论的场景，如深度用户行为分
析、商品推荐、人流量预测等，我们就需要事先建立数据湖，因为数据不确定性大、涉及
数据类型多，分析模型需要经过大量学习并不断修正来完成分析工作，所以传统数据仓库
无论在量级、品种和时效性上都无法满足需求。
从短期来看，传统的数据仓库的确更适合用于传统企业的数据分析，因为企业通常对
数据的精确性要求更高，尤其是涉及财务相关的数据；从长远来看，数据湖是趋势，因为
数据湖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更容易发现未经人们整理的数据的规律。数据分析进入智能
时代，数据湖更是必不可少的基石。

3.3.2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DW）是为支持决策而产生的数据池，是整个企业或组织
中各级人员可能感兴趣的、当前和历史的、所有类型数据的战略集合。
数据仓库是企业或组织重要的数据聚集地，需要建立数据模型规范体系。理论上，数
据仓库应遵循第三范式○，降低数据冗余，首选维度建模技术；而数据集可以降低范式标准，
一

以满足分析需求为主，甚至可以采用多宽表模式。
维度建模是将数据表分为事实表和维度表。事实表的主要特点是包含数字数据（事实），
一般不包含描述性信息。而维度表包含事实表中事实记录的特性，为用户提供更加细化、
多层次的分析服务。图 3-11 展示了维度建模的两种模型：星型模型及雪花模型。星型模型
通过单一主键关联维度表，通常结构较简单，实际上是一种非正规化的结构。雪花模型则
在星型模型基础上降低了数据冗余，遵循第三范式。
对应在数据之“管”中讲到的，一般数据使用事实表的方式存储，主数据、参考数据
一
数据范式：第一范式（1NF）关注数据的原子性；第二范式（2NF）关注数据的唯一性；第三范式（3NF）
○

关注数据的非冗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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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使用维度表存储的范畴。在数据仓库建设过程中，一般数据是经过冗余处理的数据，
其特征维度信息都通过键的方式进行记录，具体的信息通过维度表的主键进行关联、获取；
关键的主要数据形成了主数据；非关键的描述性数据形成了参考数据。从图 3-11 可以看出，
差旅事实表中出差地和人员维度表中的人员归属地都使用了共同的地域维度表中的数据。
使用星型模型不仅会造成数据冗余，还很有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事件发生。在雪花模型中，
出差地和归属地同样引用地域维度表中的数据，但能很好地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见，
数据结构的规范性和适当的参考数据的重要性。

图 3-11

星型模型和雪花模型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星型模型存在呢？雪花模型不是万能的。相比星型模型，其因复
杂的一层层关系，导致可读性较差、查询效率较低。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涉及多应用系统、
多部门协调问题，所以完美满足第三范式的纯雪花模型的数据仓库基本不存在。大部分数
据仓库采用了大量小型星型模型和雪花模型相结合的模式。

3.3.3

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Data Mart，DM）是满足特定部门或者用户需求，按照多维方式进行存储，
生成面向决策分析需求的数据集合。
正如前面我们将数据集市类比为超市一样，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生产出来的各种饮料
需要通过各种加工、包装、组合进行销售，通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瓶装、软包装、
听装等。同样，数据集市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进行存储。
如图 3-12 所示，聚焦度比较高、特征维度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场景可以直接使用宽
表，这样分析效率最高。若业务存在一定复杂度，我们一般会将数据仓库模式从雪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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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更容易分析的星型模型，当然也可能部分场景仍使用雪花模型。对于分析维度特别
多的场景，星型模型、雪花模型因需要实时计算，
无法满足分析效率要求，“以空间换时间”的立方
体模型提前进行数据计算和存储，是更优的解决
方案。在立方体模型基础上，衍生出的多维层次
模型更深层地解决了维度组合过于庞大的问题。
当然，随着列式存储模式的诞生，越来越多
的实时处理数据库开始涌现，分析效率十倍、百
倍提升。在满足性能要求条件下，宽表模型和星
型模型能更有效地弥补立方体模型和多维层次模
型实时性差的缺陷。虽然技术正在迅猛发展，但
是任何脱离场景谈技术的方式实际都是伪命题。
根据具体分析场景，综合考虑数据量大小、分析
维度复杂度、实效性要求及系统环境因素，选择
相对最优的数据模型，才是正解。
除了恰当选择数据存储模型，用好数据集市，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设计业务分析模型。
数据集市可以理解为一个与定向场景相关的所有

图 3-12

数据集市模型设计

数据的组合。传统的数据集市中的数据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过细致的加工处理，能直接用于
分析。在越来越多的业务人员甚至数据科学家参与到分析过程的趋势下，依赖技术人员和
业务人员配合，经过长时间加工得到数据集市的方式的响应速度、敏捷程度都显得越来越
低。另外，随着分析越来越深入，对分析师数据追溯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趋势下，
数据集市模式越来越开放，它不仅包括经过加工处理后的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还可能包括
直接从数据仓库中获取的数据，甚至可能包括部分直接从数据湖中接入的数据。我们把这
种组合称为一个分析沙箱，在这个沙箱内部可以进行数据的灵活探索，让数据分析师更深
入地触及数据最真实的一面。

3.4

数据之“算”
这里的数据之“算”，指的是数据预处理之“算”，是指对数据的清洗和加工，包括简

单的清洗和处理，也包括通过智能手段如借助算法模型对数据的清洗和加工。
数据预处理的关键链路如图 3-13 所示。原始数据纳入数据湖管理，但通常混杂着各种
数据。要防止数据湖变为数据沼泽，我们就需要将数据碎片分类，将不可洞察的数据和无
关的数据归类为数据噪声，留下可洞察的数据和相关的数据（即“信息元”）。这类数据进
一步经过加工、整理后的数据，与可直接洞察的数据共同构成可分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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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3.4.1

数据预处理的关键链路

数据清洗

我们前面提到数据处理大约占数据分析师 80% 的时间，而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数据清
洗占据 40%～70% 的时间，且数据质量越差，占比越高。数据清洗不能被孤立看待，我们
可借助对元数据信息、数据分布情况的分析，甚至根据分析结果的异常性对数据进行有效
的清理，这样会事半功倍。所以，数据清洗和数据分析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互相促
进的。
不同的场景下使用的数据清洗手段和方法不尽相同，如企业经营管理数据强调数据的
准确性和一致性，清洗的时候需要遵循业务事实原则，缺失数据大多采用“行政”手段（如
强制安排工作任务的方式）进行补全。但大数据应用场景不具备数据补全的条件，并且更侧
重整体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得到精准的数字，重点在于“全面”而不在于“精确”，因此通常
采用补全缺失值、剔除越界值的方式进行处理。
直接通过一定规则补全数据的方式我们这里不再深入探讨，下面探究如果没有办法补
全数据，如何进行数据清洗。数据清洗主要解决数据有效性问题。常见的数据清洗包括对
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处理。
1. 缺失值的处理
对于缺失值的处理，通常有如下几种方法。
T 剔除：删除无用字段，即剔除列；删除空值数据，即剔除行。
T 补全：根据业务知识或经验，如根据摘要信息提炼来补充产品类别；连续型变量采
用均值代替，序列型变量采用中位数代替，分类型变量采用众数代替；利用其他渠
道补全，如从外部获取酒店地理位置信息判断出差地点。
2. 异常值的处理
对于异常值的处理，通常有如下几种方法。
T 去重：主键重复的数据可直接剔除；无主键数据或主键采用自动生成随机数，这往
往是重复提交或者数据更新恰遇断点引起的，且很有可能混杂着缺失数据，我们需

第3章

数据资产管理

63

要将主要字段信息均重复的数据筛选出来进行分析、判定，确认是重复数据后将其
剔除。
T 去空格：由于系统差异问题，导出、导入或直接接入的数据的前后可能存在空格，
会影响数据字段类型的设置（如无法设置为数值型、日期型）或影响分析结果的准
确性，这需要预先进行整体去空格处理，简单的方式是批量替换。
T 合规性调整：数据规范性调整，如日期格式必须严格按规范填写，地点信息需要统
一是否带“省”
“市”字样等，这需要先通过分析进行筛选，识别出不合规数据后按
规范进行调整。
T 越界值：通过业务经验确认异常值，这需要追溯异常产生原因并进行调整，或根据
经验直接调整。
数据清洗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反复，所以清洗过程需要尽量在保留原始数据的
情况下进行。

3.4.2

数据加工

清洗后的数据已经具备可分析性，但能够直接拿来分析的数据少之又少。分析诉求
往往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后才能真正满足。数据加工类型多种多样，这里总结了如下
几种。
1. 数据变换
一般来说，数据变换有如下几种方法。
T 归一化：我们常常遇到数量级不匹配或标准不完全一致的场景。典型的场景是人员
能力矩阵，不同岗位人员的能力评判标准不尽相同，同一个人的各项能力评判标准
也不一定完全一致。这时候就需要将能力标准进行统一，如统一设定每个岗位有 5
项评判指标，每项分值为 1，总分为 5。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归一化评分体系对
人员整体能力进行综合评分了。这类场景很多，如不同总分的各科成绩的对比分
析，信用等级评判中各项信用评分的计算，统计学中 Z-score 的应用等。
T 离散化：部分数据分析场景并不关心具体的数值或是否存在数据披露粒度的问题，而
是更多关注数据分布情况，这就需要用到离散化方式。如在分析用户年龄时通常只关
注年龄段信息，类似“20 岁以下、20～40 岁、40～60 岁、60 岁以上”
，不需要对具体
年龄进行披露。同样，收入水平、分数都可以通过离散化的方式优化分析结果展示。
T 组合化：多字段数据拼接作为主键字段，或者拼接后降低字段冗余，也是数据变换
常用的方法。
T 重分类：根据不同的条件将数据重新分类，如根据 1 年内是否存在交易额将资金账
户重分类为活跃账户和非活跃账户。重分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简单归类，有的
则需要通过较复杂的条件计算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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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结构转换
常见的数据结构转换包括列转行、行转列、行列互换、聚合，示例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数据结构转换

T 列转行：当表格中存在多个度量值（数据项）时，我们需要按照数据项的分类进行
统计分析，这就需要进行列转行处理。其可以理解为降维处理，即将多维度数据按
行进行存储，有利于更多维度数据的组合式分析。图 3-14 中分类和数据项的组合
分析会更加便捷。
T 行转列：对于分类较多，且需要进行分类间计算的场景，行转列更便于计算。如
图 3-14 所示，若需分析各月份甲类产品和乙类产品合计值与丙类产品的对比数据，
行转列之后就变得容易分析了。
T 行列互换：通常，行列互换用于较简单的二维表格，一般是原表格或收集的数据在
分析维度方向上与预想的存在差异，需要将行列颠倒显示。我们在进行小批量数据
处理时较常用该方法。
T 聚合：通常用于大量明细数据的预处理，在分析粒度不需要过细的情况下，可以将
聚合后的表格作为数据集市的场景数据提供给数据分析者。图 3-14 中假设只关注
分类维度，我们就可以减少数据量以提升分析效率。
3. 表间数据处理
常见的表间数据处理有关联和并集两种，如图 3-15 所示。其中，不同的颜色标识代表
原表对应的行列。
T 关联：通过维度建模技术设计数据模型，事实表和维度表需要通过主键关联，形成
多维宽表，才能更便捷地进行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展示。
T 并集：在数据分析中，我们经常遇到同一结构的数据存在不同来源的情况，需要合
并分析，如各部门的项目统计信息需要通过字段对应及数据并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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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间数据处理

数据 ETL

ETL 用 来 描 述 将 数 据 从 来 源 端 经 抽 取（Extract）、 转 换（Transform）、 加 载（Load）
至目标端的过程。但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不干扰原有数据，我们往往需要准备分析
沙箱，也就是将转换过程放在加载之后，这就变成了 ELT。通常，我们会根据具体的场景
来选择是采用 ETL 方式还是采用 ELT 方式，所以，也有人把这一过程总结为 ETLT。其
实，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分析需要迭代的思路不谋而合。数据转换、加载处理可能
会存在于数据分析的各个环节，顺序没有规定，而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对应场景的最合适
路径。
ETL 将上述数据清洗、数据加工的方法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数据之“算”链路体系，
是数据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3.5

数据之“规”
数据的规范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针对数据本身，即数据的规则、标准；另一方面针

对数据管理上的规范和制度。我们可以通俗地将其理解为数据分析中的“规”。

3.5.1

数据标准

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带来了数据的不一致性。多源系统数据整合的关键就是建立数据标
准。数据标准的制定应遵循一定原则，包括如下“六大特性”和“两化原则”。
T 唯一性：标准数据的命名、定义、字段信息等应具有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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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统一性：以满足数据共享交换、互操作为前提，主数据是必要的。
T 通用性：根据数据的可复用程度确认其重要性，如是否纳入主数据、参考数据范围。
T 稳定性：数据标准应保证权威性，不能“朝令夕改”，发布和修改均需慎重考虑。
T 前瞻性：标准的制定应积极响应和借鉴相关国际、国内、行业标准和规范，并充分
考虑企业业务的发展方向，以满足数据应用需求的同时保证其前瞻性。
T 可行性：数据标准应依托企业现状，充分考虑业务改造风险和技术实施风险，能够
在有组织支撑及执行团队的基础上实现真正落地。
T 系列化：企业对数据资源有多样化需求，需要进行有序管理，搭建统一的资源目录
体系。
T 模块化：数据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要想兼顾稳定性和扩展性，就需要建立统一、通
用、粒度适当的数据单元，这样才能以组合的形式提供更好的数据服务。
基于上述原则，数据标准从内容层次上可以分为语义标准、数据结构标准和数据内容
标准，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数据标准

首先，建立语义标准体系，保证整个组织层面关于数据分析的沟通在一个“频道”上，
能够在一个语境内顺畅对话，这就需要规范业务用语和技术用语，建立统一的数据字典。
其次，建立数据结构体系，统一数据资源目录及数据命名规则以确保数据规整、易查找，
规范字段类型及数据长度以确保使用过程顺畅。最后，建立数据内容标准，根据业务梳理
数据标签及数据描述规则以提升分析效率，统一枚举项及计量单位，力争从源头减少数据
清洗及加工的工作量。
在实践过程中，语义标准、数据结构标准、数据内容标准的建立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
从技术角度上看，它们都可以归为元数据管理规范的范畴。除了元数据标准的建立，我们
还要特别关注数据编码的标准化（8.1.2 节会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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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制度

数据标准的执行需要依赖规范的制度。无体系、无制度的管理无异于一盘散沙。如同
国家的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规范制度通常包括总则和细则。总则规范数据管理中的基本
原则。细则除了包含 3.5.1 节提及的所有数据本身的标准规范外，还应包含数据交换及共享
规范、服务接口规范、服务规范、安全规范、质量规范等。总体来说，数据规范体系可以
大致分为数据基础规范、数据安全规范、数据质量规范三大类，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数据规范体系

数据基础规范包括元数据管理规范、服务接口规范等，数据安全规范包括数据存储、
传输、监控和应用等层面的安全规范，数据质量规范则包括数据质量管理规范、数据质量
评价规范等。这部分内容在 8.1.2 节将通过具体案例讲解。

3.6

数据之“治”
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是在组织中涉及数据使用的一整套管理行为，是一整套方

法及体系。如果说数据之“规”是“法”，那么数据之“治”就是“执法”的过程。
理论体系总是看起来完美无缺，但应用到实际中，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先不说平台如何搭建、技术如何选择、安全如何保障，真正深入工作中就会发现，所有技
术上的难题都不是最难的，说服各个部门配合完成数据收集工作才是最大的难点。
所以，数据治理实质上并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管理问题。做好数据治理，首先
一定要自上而下地发起，其次要有足够的组织保障，最后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体系。

3.6.1

高层负责

数据治理需要依赖强大的统筹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于较大型的企业和组织来说，通常

68

第二部分

理论方法

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企业和组织要真正在数据治理方面做出成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情。所以，这里一再强调的重中之重便是“高层负责”。
数据治理是数据规范、制度的落实，是数据分析的基础。从分析角度出发，数据的梳
理和整合、业务系统数据字典的理解、分析维度数据的补充，甚至为满足分析需求可能涉
及的业务系统改造，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各业务部门、各系统厂商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实际
上，如果不是工作职责，它们是没有动力来对待这件事情的。所以，只有高层负责，统一
协调，才能保证其有效实施。

3.6.2

组织保障

高层负责是基础，要想切实有效地将数据治理落实下去，还需要有合理的组织保障。
各业务部门的人通常会被各类事务缠身，对他们来说，数据的梳理和整合一直被认为
是重要但经常无暇关注的事情。建立专门的数据主责部门，负责数据统一管理工作，再由
各业务部门配合完成各类业务数据的提供和质量保障，才是正解。随着对数据分析、数据
治理的不断探索和经验积累，各大企业逐步开始建立数据部门，实现组织保障。
一般情况下，数据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主要职责如下。
T 数据部门：负责数据平台系统设计、建设及维护工作；负责数据标准、数据规范、
数据审批流程的制定；负责数据统一管理、数据权限审批；负责异常数据的监控及
处理督办。
T 业务部门：负责业务数据的提供并协调系统厂商提供数据字典；负责业务数据质量
保障；负责落实对应系统的适应性改造；负责异常数据的处理。

3.6.3

机制建立

数据团队的快速运转离不开机制的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在规范这一基础之上，不同的
是，它更强调管理、监控和流程。因此，不同的企业、组织均需要根据自身架构和文化体
系建立适合自己的机制。从内容上看，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T 数据管理及治理重要性和规范制度的宣贯培训机制。
T 数据项目立项、结项、监控管理机制。
T 数据审批及权限管理流程机制。
T 数据更新频率及粒度管理机制。
T 异常数据监控及通知预警机制。
T 问题反馈沟通机制。
T 规范执行及违规处理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要落实各环节责任人，在全面性和可执行性、规范性和时效性方面做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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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落实责任人。大型企业、组织在数据分析时会涉及多部门、多业务，最怕找不
到数据，或虽能找到数据但质量堪忧。这时，它们就需要认定各类业务数据的负责人。这
些责任人有权利管理或修正错误数据，并从业务上判断数据的合理性。企业和组织只有通
过管理体系和制度的约束，才能推动数据真正“活”起来。
其次是做到两个平衡。从理想化的角度看，当然是越全面、越规范的机制越好，但要
真正落到实处，企业、组织更需要特别关注可执行性和时效性问题。在目前阶段，数据分
析在企业中仍是“锦上添花”般的存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涉及协调的人员绝大多数不是全
职分析师，因此企业、组织只有在最大化降低协同工作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制度规范，才
能确保制度真实有效的执行。

3.7

本章小结
做好数据准备、数据管理与数据治理，是数据分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本章对数据之

“管”、数据之“存”、数据之“算”、数据之“规”、数据之“治”5 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
其中“管”
“存”
“算”是业界已经形成标准的基础知识，“规”
“治”则需要不同的企业、组
织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的规范制度及治理机制。第 4 章将重点介绍如何通过数据统计
和数据挖掘方法来合理使用本章准备好的数据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