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分析

⼀

商务智能的定义

34

1.4.6 事务处理与分析处理

37

例如ATM取款机、银⾏存款机、杂
货店的收银机等。这些事务处理
(transaction processing)系统不断
参与处理,我们称为操作数据库
(operational database)的更新。

37

这些在线事务处理( online 
Transaction proeessing, OLTP)系
统处理公司常规业务。相⽐之下

37

企业资源规划(Ente巧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统以及
其附属系统,例如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或CRM中的⼤多数运营数据
存储在OLTP系统中, 其中OLTP系
统是⼀种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能
够⽴即响应⽤户请求。每个请求被
认为是⼀个事务,它是离散事件的
计算机记录,例如收到库存单据或
客户订单。换句话说,事务需要⼀
组两个或多个数据库更新,这些更
新必须以全部执⾏或全部都不执⾏
的⽅式完成。

38

DW通常是⼀个不同的系统,主要是
存储⽤于商务分析的数据。该商务
分析的⽬的是使管理层有能⼒分析
数据,以获取有关业务的信息,并提
供战术或运营决策⽀持。

37

DW的⽬的是与⽤于在线分析处理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系统的数据⼀起使⽤。

37

41

1.5.1 描述性分析

41

描述性(或报表)分析(descriptive 
analytics)是指了解组织中发⽣的
情况,并了解这些情况发⽣的⼀些
潜在趋势和原因。⾸先,这涉及数
据源的合并和所有相关数据的可⽤
性,以便能够制作适当的报表和分
析。通常,这种数据基础设施的开
发是DW的⼀部分。从这个数据基
础设施,我们可以使⽤各种报表⼯
具和技术来开发适当的报告、查
询、报警和业务趋势。

41

i.5.2 预测性分析

42

预测性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
旨在确定未来可能发⽣什么。这种
分析基于统计技术以及 近发展起
来的数据挖掘技术。这些技术的⽬
标是能够预测客户是否有可能转向
竞争对⼿(”流失”)、客户可能会在
下⼀次购买什么、购买多少、客户
会响应什么样的促销活动、客户是
否有信誉的⻛险等。许多技术可⽤
于开发预测性分析应⽤,包括各种
分类算法。

42

规范性分析

43

第三类商务分析被称为规范性分祈
(prescriptive analytics)。规范性
分析的⽬标是识别正在和将要发⽣
的事情,并做出决策以尽可能达到
佳绩效。历史上,这组技术属于
运筹学(OR)或管理科学领域,通常
旨在优化系统绩效。这⾥是为具体
⾏动提供决策或建议。这些22 第j
章建议可以是针对某个问题的是/
否决策、特定数量(例如,特定物品
的价格或收费机票),或⼀套完整的
⽣产计划。这些决策可以在报表中
呈现给决策者,或者可以直接⽤于
⾃动决策规则系统(例如在航空公
司的定价系统中)。因此,这些类型
的商务分析也可以称为决策或规范
性分析。

43

2.5.2 集中趋势度量(也可以称作位
置或中⼼度量)

84

中⼼度量是我们⽤来估计或描述给
定变量中⼼位置的数学⽅法。集中
趋势度量是⼀个单⼀数值,其⽬的
是通过简单识别或估计数据内的中
⼼位置来描述数据集。平均数(通
常称为算术平均数或简单平均数)
是 常⽤的集中趋势度量。除了平
均数以外,中位数或众数也被⽤来
描述给定变量的中⼼。虽然平均
数、中位数与众数都是集中趋势的
有效度量,但在不同环境下总有⼀
种中⼼度量⽅式⽐其他⽅式更加合
适。以下是对这些度量的简要描
述,包括如何在数学上计算它们,并
指出了在哪种环境下它们是 合适
使⽤的度量。

84

如果存在异常值或者数据不规则地
分散或偏斜,则我们应避免使⽤平
均数作为中⼼度量或者⽤其他集中
趋势度量(中位数和众数)来增强。

85

如果数据集含有太多唯⼀值(例如
在许多⼯程测量中使⽤⼤量⼩数位
来获得⾼精度),众数可能会没什么
作⽤,因为每个值具有单个或⾮常
⼩的数字表示其频率。

85

当数据不偏向异常值,且不存在显
著偏斜时使⽤平均数;当数据有异
常值且/或其性质为有序时使⽤中
位数;当数据为名义类型时使⽤众
数。也许 好的做法是将三者⼀起
使⽤,如此数据集的集中趋势可以
⽤三种⽅法获取并展示。"平均"在
⽇常活动中对于每个⼈都是⼀个熟
悉且常⽤的概念,因此管理⼈员(以
及⼀些科学家和记者)在其他统计
信息与中⼼⼀同考虑时经常不恰当
地使⽤中⼼度量(尤其是平均数)。
更好的做法是把描述性统计展现为
⼀个包,即中⼼度量和离散度量的
集合,⽽不是像平均数这样的单⼀
度量。

85

2.5.6 离散趋势度量(也可称为散布
或分散度量)

85

离散(dispersion)趋势度量是⽤来
估计或描述⼀个给定变量的变化程
度的数学⽅法。它们是给定数据集
的数字散布(紧凑性或不⾜)的表
示。为了描述这种离散趋势,有⼀
些统计度量被开发出来: 值得注
意的是极差、⽅差和标准差(还有
四分位数和绝对偏差)。数据值离
散趋势度量之所以重要的⼀个主要
原因就是它给了我们⼀个框架,我
们可以在其中判断集中趋势,指出
平均数(或其他中⼼度量)是否能很
好地表示样本数据。如果数据集中
值的离散趋势很⼤,平均数就不是
⼀个⾮常好的数据表示。这是因为
⼀个⼤的离散趋势度量表明个体分
数间的巨⼤差异。此外,在研究中
每个数据样本之间只有⼩的差值会
被认为是⼀个好64 第2章的信号,
因为这表明所收集数据内的同质
性、相似性和鲁棒性。

85

2.5.12 箱图

87

箱图或(箱线图)是给定数据集的⼏
个描述性统计的图形说明。

87

箱图经常⽤来以⼀种简单易懂的图
形化表示法说明给定数据集的中⼼
和离散趋势(即样本数据分布)。

87

箱困展示了集中趋势(中位数,有时
也是平均数)和离散趋势(中间⼀半
的数据密度, 66 第2章绘制为第⼀
个四分位数与第三个四分位数间的
箱⼦)、 ⼩和 ⼤极差(表现为箱
⼦的延⻓线,看上去像是胡须,计算
为四分位数箱⼦上端或下端的1.5
倍)以及超过胡须极限的异常值。
箱图还展示了数据是否关于平均数
对称分布或以某种⽅式震荡。中位
数与平均数的相对位置与箱⼦两侧
胡须的⻓度给出了数据中潜在偏斜
的很好指示。

87

2.2 数据的性质

69

数据可以是结构化的(被很好地组
织,⽅便计算机处理), 也可以是⾮结
构化的(例如,⽂字是为⼈类创造的,
因此并不能被计算机理解/使⽤)。
数据可以以连续⼩批量的形式出
现,也可以⼀次⼤批量产⽣。这是
我们⽤于定义今天的数据(通常称
为⼤数据)固有性质的⼀些特性。

69

下⾯的特征(指标)⽤于定义分析研
究的数据准备程度。

70

数据源可靠性指获取数据的存储介
质的原创性和适⽤性,回答了以下
问题:"我们对此数据源有信⼼吗?"

70 始终寻找数据的原始出处(创建者),
消除或减少数据从源头到⽬的地途
中因⼀个或多个步骤的⾮正常处理
⽽引起数据错误和数据转换不当的
可能性。数据的每⼀次移动都有可
能会在⽆意中造成数据项的丢失和
重新格式化

70

数据内容准确性意味着数据是正确
的,并且正好匹配分析问题,回答了
以下问题:"我们有这项⼯作的正确
数据吗?"

71

数据可访问性意味着数据可以很容
易地获取,回答了以下问题"我们可
以在需要的时候⽅便地获取数据
吗?"

71

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意味着数据被
保护,只能允许有权限并有需要访
问的⼈访问,同时阻⽌其他任何⼈
接触。

71

数据丰富性意味着所有必需的数据
元素都要包含在数据集中。

71

数据⼀致性意味着数据准确地被收
集与合并。⼀致的数据展示了来⾃
潜在的不同的源, 但是与相同主题
有关的维度信息(兴趣变量)。

71

数据及时性意味着对于⼀个给定的
分析模型,数据应该是 新的(或者
⾜够新的)。

71

数据粒度要求把变量和数据值定义
为数据使⽤预期的 低(达到所需
的 低程度)的详细程度。

71

数据有效性⽤来描述给定变量的实
际数据值与期望数据值之间的匹
配/不匹配的术语。

71

数据相关性意味着数据集中的变量
都与正在进⾏的研究相关。

71

2.3 数据的简单分类

72

⾮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由⽂本、
图像、声⾳和web内容任意组合⽽
成。⾮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在⽂
本挖掘和web挖掘⼀章中将更详细
地讨论。结构化数据是数据挖掘算
法需要使⽤的,并且能够分为分类
数据与数值数据。分类数据⼜可以
细分为名义数据或序数数据,⽽数
值数据可以细分为区间数据与定⽐
数据。

72

分类数据表示⽤于把变量划分到特
定组的多个类的标签。

72

名义数据包含赋予⾮度量对象(如
标签)的简单编码的度量。

72

序数数据包含作为标签分配给对象
或事件的编码,这些编码也代表了
它们之间的排序顺序。

72

数值数振代表特定变量的数据值。

72
区间数据

73

定⽐数据

73

73

2.4 数据预处理的艺术与科学

76

从数据源中收集相关数据,选择必
要的记录和变量(基于对数据的深
⼈了解,不必要的信息被过滤掉了), 
同时来⾃多个数据源的记录被集
成/合并(再⼀次,依靠对数据的深⼊
了解,同义词和⼀词多义能够很好
地处理)。

76

数据被清洗

76

数据被转换

76

数据约简

77

将数据的维度减少到⼀个可管理
的、 相关的⼦集。

77

76

3.2.1 什么是数据仓库

134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 Dw.)
就是⼀个⽀持决策的数据池,同时
还是企业当前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存
储库。数据通常被组织成分析处理
活动可⽤的形式,例如在线分析处
理、数据挖掘、查询、报表和其他
决策⽀持应⽤。数据仓库是⼀个⾯
向主题的、集成的、⾮易失的、时
变的数据集合,⽤来⽀持管理层的
决策过程。

134

3.2.3 数据仓库的特征

136

⾯向主题 数据以某个具体的主题
组织,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客户,每
个主题只包括决策⽀持的相关信
息。

136

集成 集成与⾯向主题密切相关。

136

时变性(时间序列)数据仓库需要存
储历史业务数据,除⾮在实时系统
中,否则这些数据并不需要提供当
前状态。

136

⾮易失性

136

基于Web

136

关系/多维

136

客户端/服务器

137

实时

137

元数据

1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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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数据集市

137

数据仓库包含了整个企业的数据
库,⽽数据集市(data mMt)通常相
对较⼩,并关注于某⼀个特别的主
题或部⻔。数据集市是数据仓库的
⼀个⼦集,通常包括⼀个单独的主
题域, 例如营销、企业运营等。数
据集市可以是独⽴的,也可以是⾮
独⽴的。

137

⾮独⽴数据集市是由数据仓库直接
⽣成的⼀个⼦集,它具备⼀致的数
据模型,并提供⾼质量的数据。⾮
独⽴数据集市⽀持企业范围的单个
数据模型的概念,但必须建⽴在数
据仓库的基础上,⾮独⽴数据集市
确保所有数据仓库⽤户浏览数据的
⼀致性。

137

独⽴数据集市视为⽀持某项战略业
务单元或者某个部⻔的⼩型数据仓
库,但它的数据源并不是企业数据
仓库。

137

3.6.3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表示

155

⼀个星形摸型包含⼀个中⼼事实表
和多个相关的维表(dimension 
table, Adamson, 2009)o

156

事实表主要解决了数据仓库⽤什么
来⽀持决策分析的问题。

156

星形模型使只读数据库结构具有如
下特点:快速的查询响应时间、简
单和易于维护。

156

雪花模型是多维数据库中表的逻辑
排列,其实体关系图表现为雪花形
式。

157

在雪花模型中,维度被规范化
(nomalize)为多张相关的维表,⽽星
形模型中的维度被⾮规范化
(denormalize), 每个维度由单张表
表示。

157

3.6.5 OLAP和OLTP

157

157

数据挖掘这个术语是⽤来描述从海
量数据中发现或"挖掘"知识的过程

189

4.2.2 数据挖掘原理

191

数据挖掘利⽤组织内部和外部现有
的和相关的数据建⽴模型,以便识
别数据集的属性所呈现出的模式。

191

关联(association)模式发现共同出
现的事物分组。例如,购物篮分析
发现顾客常常⼀起购买啤酒和尿
布。

191

预测(prediction)摸式基于过去发
⽣的事情对未来某些事件的性质做
出判断。例如, 预测撒揽球超级碗
的获胜者或预报某⼀天的⽓温。

191

聚类(cluster)基于已知特征识别事
物的⾃然分组。例如,基于客户的
⼈⼝统计特征和以往购买⾏为将其
划分成不同的组别。

191

序列关系(sequentialrelationship)
模式发现时序事件。例如,对于已
经拥有⽀票账户的现有银⾏客户,
可以预测他们将在⼀年内开⽴储蓄
存款账户,并在随后开⽴投资账
户。

191

数据挖掘任务主要分为三⼤类

193

颈测、关联和聚类

193

预测 预测(prediction)通常指推测
未来的⾏为。它不同于考虑经验、
观点和其他相关信息⽽进⾏的简单
猜测。常与预测联系在⼀起的⼀个
术语是预报( forecast)。

193

预测很⼤程度上基于经验和观点,
⽽预报则基于数据和模型。

193

分类 分类(elassiflcation)或有监督
的归纳,可能是数据挖掘任务中
常⻅的。分类的⽬标在于通过分析
数据库中存储的历史数据,⾃动⽣
成未来⾏为的预测模型。得到的分
类摸型是对训练数据集记录的概
括,能够识别預定义的类。⼈们希
望模型能够预测其他未分类记录的
类别,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事件
进⾏准确预测。

193

神经⽹络、决策树(起源于机器学
习)、逻辑回归和判别分析(起源于
传统统计学)。还有⼀些新兴的分
类⼯具,例如粗糖集、⽀持向量机
(SVM)和遗传算法。

193

决策树算法根据输⼈变量值将数据
分为有限数量的类别。决策树本质
上是⼀种条件语句的层次结构,因
此其效率显著⾼于神经⽹络。决策
树⾮常适合于分类数据和区间数
据。

193

聚类 聚类(clusterhg)将事物集合
(例如,结构化数据集中的对象和事
件)分割成多个部分(或⾃然分组),
每⼀部分的内部成员之间拥有某些
相似特征。与分类不同,聚类中的
类别是未知的。算法根据数据集中
的事物特征识别其共同点,然后建
⽴聚类。由于聚类是由启发式算法
确定的,⽽且对于同⼀个数据集,不
同的聚类算法可能给出不同的聚类
结果, 所以在实际应⽤聚类结果之
前,有必要请专家对聚类结果进⾏
解释或必要的修正。合理的聚类结
果可以⽤于对新数据进⾏分类和解
释。

194

⽬标在于创造成员分组,使⽣成的
组的内部成员之间相似度 ⾼,⽽
不同组的成员之间的相似度 低。

194

关联 关联( Assosiations)或数据挖
掘中的关联规则学习是从⼤型数据
库中发现变量之间有趣关系的⼀种
流⾏的成熟技术。

195

两种⼴为使⽤的⼯具:链接分析
(link analysis)和序列挖掘
( sequence mining) o链接分析能
够⾃动发现众多对象之间的联系,
例如⽹⻚之间的联系和学术论⽂作
者群体之间的引⽤关系。序列挖掘
通过分析事件的发⽣顺序来识别事
件之间的时间关系。关联规则挖掘
中使⽤的算法包括流⾏的Apriori 
(识别频繁项⽬集)、FP-Growth, 
OneR. zeroR和Eclat。

195

4.4 数据挖掘过程

198

198

⾸先要理解新知识的

198

管理需要,并清晰地了解即将开展
研究的业务⽬标,例如" 近我们流
失到竞争对⼿的客户具备哪些共同
特征?"或者"我们客户的典型特征
是什么?每位客户能为我们创造多
少价值?"等这些具体的业务⽬标。
然后,需要制定具体的项⽬计划,指
定负责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报告
分析结果的负责⼈。在这个初期阶
段,还需要完成⽀持这项研究的预
算,⾄少应当有粗略的框架,并确定
⼤概的数⽬。

在数据识别和选择阶段,需要考虑
⼀些关键问题。⾸先,分析师应该
清晰、简要地描述数据挖掘任务, 
以便识别 为相关的数据。

199

为了更好地理解数据,分析师经常
利⽤各种统计分析和图形化技术

199

仔细识别和选取数据源和相关变
量,有助于数据挖掘算法更快发现
有⽤的知识模式。

199

数据准备常称为数据预处理,⽬的
是处理前⾯阶段识别的数据,为后
续的数据挖掘⽅法分析做好准备。

199

在上述预处理的数据集基础上,选
择并使⽤不同的建模⽅法,解决具
体的业务需求。建模过程还包括对
各种模型的评估和⽐较分析。

200

第5步是对模型的准确性和通⽤性
进⾏评估。这个步骤对选⽤的模型
是否能满⾜业务⽬ j 标进⾏评估。
如果满⾜⽬标,还要评估能在多⼤
程度上满⾜⽬标,也就是要判断是
否有必要建⽴和评估更多的模型。
如果时间和预算允许,还可以考虑
在现实世界中测试得到的模型。

202

即使模型的⽬的只是简单探索数
据, 也需要对探索过程所获取的知
识进⾏组织,并以终端⽤户能够理
解和受益的⽅式表达。根据 ! ⽤户
需求的不同,部署阶段可能很简单,
例如⽣成报表;也可能很复杂,例如
实现可重复的跨企业数据挖掘过
程。

202

4.5.1 分类

204

模型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如下

205

预测准确度 模型正确预测新的或
者未确定分类数据的类别标签的能
⼒。

205

速度 分类模型⽣成和应⽤的计算
成本,⼀般越快越好。

205

鲁棒性 在给定数据存在噪声或存
在缺失值、错误值时,分类模型进
⾏合理、准确预测的能⼒。

205

可扩展性在给定⾮常⼤量的数据
时，⾼效构建预测模型的能⼒。

205

可解释性 分类模型提供的理解洞
察⽔平

205

4.5.2 估计分类模型的准确度

205

主要是依靠混清拒阵(confusion 
matrix), 也称为分类矩阵
(classification matrix )> 列联表 
(contingency table) 。

205 ⾸先,可以⽤于估计未来预测的准
确度,这意味着对须测系统分类器
输出的置信度⽔平;其次,可以⽤于
从给定集合中选择分类器(从很多
训练的分类模型中识别出 好
的)。以下是⼀些使⽤ ⼴泛的分
类数据挖掘模型估计⽅法。

206

k折交叉验证 在⽐较两种或多种⽅
法的预测准确度时,为了 ⼩化训
练集和测试集随机采样产⽣的偏
差,可以使⽤k折交叉验证⽅法。A
折交叉验证,也称为粉回评枯
(rotation 预测性分析I: 数据挖换的
过程、⽅法和算法 185 estimate), 
是把整个数据集随机分成A个⼤⼩
近似相等的不相交的⼦集。分类模
型经过&次训练和测试。每次把其
中⼀个数据集作为测试样本集,其
他数据集⽤于训练。分类模型的整
体准确度的交叉验证估计为A个⼦
集的准确度的平均值,

206

3.5.2 提取、转换和加载

148

数据企库过程的核⼼技术是提取、
转换和加载(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Load, ETL)o

148

ETL过程是任何以数据为中⼼项⽬
的集成组件。ETL过程通常需要占
⽤以数据为中⼼的项⽬的70%的时
间

148

ETL过程包括提取(从⼀个或多个数
据库中读取数据);转换(将提取后的
数据由⼀种数据类型转换为另⼀种
数据类型,以便于存储在数据仓库
或者其他简单的数据库中);加载(将
数据存⼈数据企库中)。通过使⽤
规则、查找表或者合并数据实现数
据的转换。这三种数据库功能被集
成于⼀个⼯具中,⽤于将数据从⼀
个或多个数据库中提取出来,并加
载到另⼀个集成数据库或者数据仓
库中。

148

ETL对数据集成和数据仓库⾮常重
要。ETL过程的⽬的是向数据仓库
中加载集成和清洗后的数据

148

3.3 数据台库过程

139

140

140

3.11 平衡记分卡

172

平衡记分卡建议我们从4个视⻆来
观察⼀个企业:客户、财务、内部
业务过程、学习与描迷性分折n: 
商务智能和数据仓库 151 图3.13 
平衡记分卡的4个视⻆成⻓,并为各
个视⻆指定⽬标、度量、⽬的和⽅
案。图3.13展示了这4个视⻆,以及
它们与企业愿景和战略的关系。

172

平衡记分卡( BSC)既是绩效度量⽅
法,也是⼀种绩效管理⽅法,

173

⾮财务⽬标之间形成这样的因果关
系链:通过"学习与成⻓"改变"内部
业务152 第3章过程",产⽣"客户"满
意的产品以实现企业的"财务"⽬
标。在

173

5.5 ⽂本挖掘过程

249

250

5.6.2 情感分析过程

261

这个步骤的⽬标是区分事实和观
点,也可以将⽂本分类为客观或主
观两类。这也可以称为客观-主观
极性(objective-subjective 
Polarity, o-s极性,可以表示为0〜1
的数值)计算。如果客观性的值接
近1,那么就没有意⻅可以挖掘(也
就是说,这是⼀个事实),过程返回并
且抓取下⼀条⽂本数据进⾏分析。
通常,观点检测基于对⽂本中的形
容词进⾏检测。例如,通过查看"这
是⼀个多么美妙的⼯作"中的形容
词,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确定情感极
性。

261

N-P极性分类 第⼆个主要任务是极
性分类。给定⼀段评论性的⽂本,
这个步骤的⽬标是将观点分为两个
对⽴的情感极性之⼀,或者将观点
放置在两个观点极性的连续区间内
(

261

步骤3⽬椅识别 这个步骤的⽬的是
准确地识别所表达情感的⽬标(例
如,⼀个⼈、⼀个产品、⼀个事件
等)。

262

步骤4收集和聚合 在⽂档中所有⽂
本的情感被识别并计算后,就可以
聚合并转化成整个⽂档的单⼀情感
度量。

262

←

web挖掘(也称为web数据挖掘)是
从⽂本、⽹⻚链接、使⽤记录等形
式的web数据中挖掘内在关系(即
有趣且有⽤的信息)的过程

266

web挖掘的简单分类,它包含了三
种类型:web内容挖掘、web结构
挖掘和web使⽤挖掘。

266

5.8.1 搜索引擎剖析

269

搜索引擎系统由两个主要的环
(eyele)构成:开发环和响应环(如图
5.12 ), 其中⼀个环连接万维⽹,另
⼀个环连接⽤户。我们可以把开发
环看作⽣产过程(制造并存储⽂档/
⻚⾯),响应环看作零售过程(给客
户/⽤户提供他们需要的东⻄)。

269

6.3 ⽤于决策⽀持的数学模型的结
构

298

298

6.4 确定性、不确定性以及⻛險分
祈0

299

⻛险分析(即计算⻛险)是⼀种决策
⽅法,⽤于分析与不同替代⽅案相
关的⻛险(基于假设已知概率)。⻛
险分析可以计算每个替代⽅案的预
期值并选择具有 佳期望值的⽅
案。 
应⽤案例6.3说明了⼀种降低不确
定性的应⽤

301

6.6 数学规划优化

305

数学规划(mathematical 
programming)是⼀系列⼯具,旨在
帮助解决管理问题,决策者必须在
竞争性活动中分配稀缺资源,优化
可度量的⽬标。

305

每个线性规划模型由★策变量(其
值是未知的和被搜索的)、⽬称函
数(将决策变量与⽬标相关联的线
性数学函数,度量⽬标达到程度,可
进⾏优化)、⽬标函数$数(表示对
决策变量⼀个单位的⽬标贡献的单
位利润或成本系数)、约束(以限制
资源或需求的线性不等式或等式的
形式表乐,约束通过线性关系将变
量关联起来)、能⼒(描述约束和变
量的上限和下限)以及输⼈/输出(技
术)系数(指示決策变量的资源利⽤)
组成。

307

308

以下是⼤数据分析(watson、 
sharda和schrader, 2012) 关键
的成功因素

342

1.明确的业务需求(符合愿景和战
略)

342

2.坚定的⽀持(执⾏负责⼈)。

342

3.业务与IT战略⼀致。

343

4.基于事实的决策⽂化。

343

5.强⼤的数据基础设施

343

技术洞察3.2 数据湖

163

数据湖是⼀个⼤的存佛位⾥,可以
以其原始格式容纳⼤量数据(结构
化、⾮结构化或丰结构化).以备将
来使⽤。⽽数据仓库将结构化数据
存檢在相关的表、⽂件或⽂件央
中, 数据湖使⽤松散定义(即⾮结构
化)架构来存储所有类型的数据。
数据湖和数据仓库之间的主要共性
是它们都是数据存播机制,相反,主
要区别在于⼀+是关于结构化/表格
数据,另⼀个是关于所有类型数据
(即⼤数据)。

163

3.9 企业绩效管理

167

企业绩效管理(Business 
perfomance Management, BPM)
是指企业⽤于度量、监控和管理业
务绩效的过程、⽅法、指标和技
术, 包括3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167
1) ⼀组集成的、闭环管理和分析
过程(由技术⽀持),⽤于管理财务和
运营活动。 
2)⽤于定义战略⽬标的⼯具,并度
量和管理针对⽬标的绩效。 
3)—系列核⼼的过程,包括财务和运
营规划、合并和报表、建模、分析
和监控关键绩效指标(ml), 与企业
战略紧密相连。

167

1.制定战略:我们想要去哪

167

2.计划:我们如何到达那⾥

168

3.监控/分析:我们做得如何

168

4.⾏动与调整:我们该如何做出改
变

168

关键绩效指标表示要实现⼀个战略
⽬标所需要的战略⽅向和业绩度
量。

171

通常将ml分为"结果型"和"驱动型

171

4.3 数据挖掘应⽤

195

CRM的⽬标在于通过对客户需求
的深⼈理解，与客户建⽴⼀对⼀的
关系

196

1)识别 可能购买或响应新产品或
新服务的客户(即客户特征描述);2 )
理解客户流失的根本原因以便改善
客户保留(即流失分析);3)发现产品
和服务的时变关联以 ⼤限度地提
⾼销售额和获取客户价值;4) 识别
利润 ⾼的客户及其需求和偏好,
从⽽加强与客户的关系,提⾼销
售。

196

银⾏业 数据挖掘在银⾏业的作⽤
是:1)通过精确预测 有可能的拖
⽋者,实现借贷流程⾃动化:2)检测
信⽤卡和⽹上银⾏交易欺诈;3)识
别客户价值 ⼤化的途径, 向客户
提供其 有可能购买的产品和服
务;4 )通过准确预测银⾏实体(例如
ATM 机、银⾏⽹点)的现⾦流,优化
现⾦回报。

196

5.10.3 社交媒体分析

283

区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些流
⾏的特征

283

质畳

283

受众

283

频率

283

可访问性(aceessibili7)

283

可⽤性( usability)

283

即时性

283

可更新性

283

7.7 ⼤数据和流分析

365

定义⼤数据的⼀个关键特征就是速
度.它指的是数据创建和流⼈分析
环境的速度。

365

流分析(也称为运动数据分析(data-
in-motion analytics)和实时数据分
析等)是通常⽤于从持续流/流数据
中提取可操作信息的分析过程的术
语。流定义为数据元素的连续序列
(zikopoulos等⼈,2013),, 流中的数
据元素通常称为元组(tuple)。 在
关系数据库意义上, ⼀个元组类似
于⼀⾏数据(⼀个记录、⼀个对
象、⼀个实例)。然⽽,在半结构化
或⾮结构化数据的上下⽂中,元组
表示数据包的抽象.可以将其表征
为给定对象的⼀组属性。如果⼀个
元组本身或者元组之间的关联或者
其他的集体关系没有⾜够的信息来
进⾏分析,那么就需要⼀个包含⼀
组元组的数据窗⼝。数据窗⼝是有
限的数量/序列的元组,当新的数据
可⽤时,窗⼝会不断地更新。窗⼝
的⼤⼩取决于所分析的系统。流分
析越来越受欢迎,有两个原因。⾸
先,⾏动时间已经成为⼀个不断下
降的价值。其次,在数据⽣成时,我
们有技术⼿段捕获和处理它们。

366

数据挖掘谬误和隐患

22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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