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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盛华集团 2018 年第三季度对中国大陆地区 500 家企业的大数据分析人才的招聘需求进行调查与访

谈，汇总分析了超过 1000 个数据分析职位需求。

随着数据分析人才缺口的持续增长，企业将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抢夺大数据分析人才，本报告将从数

据分析师人才素质需求标准、市场动态以及薪资等多方面进行调研，并给出了详细的数据。

一、行业人才素质模型需求标准

（一）数据分析人才素质模型可视化云图

在调研的 1000 个数据分析职位中，招聘任职要求中数据处理、数据解读、撰写报告、建设模型、数据

支持、数据报表、构建体系、运营策略、产品建议、用户分析等，是出现的最高频次的能力要求。

其占比图示如下：

图 1-1 数据分析师招聘高频能力要求

综合企业对人才需求基本的定位与要求，我们绘制数据分析人才素质模型的可视化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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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人才素质模型需求标准

此次报告对职位招聘需求分析，全面进行能力与素质的胜任力匹配，360 度全方位调研与评估招聘要求

的核心能力、专业能力与通用能力，汇总分析形成数据分析人才素质模型标准。

1. 核心能力要求

核心能力要求中，主要分为数据处理能力、报告分析能力、业务管控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

（1）数据处理能力

图 1-2 数据分析师核心能力-数据处理能力要求

数据处理是数据分析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数据建模、数据监控以及异常分析在数据处理能力要求中

占主要地位。

相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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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汇总、清洗等处理，所有企业对数据分析师都有此类要求，是数

据分析师的基础能力。

数据建模：建立数据模型，为其他的工作提供模型基础。

数据监控：对数据流进行实时监控，监控其中的异常，其中大多数游戏公司会对此有要求。

异常分析：对异常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调整异常数据。

（2）报告分析能力

图 1-3 数据分析师核心能力-报告分析能力要求

数据支持、撰写数据报告与报表，并最终能进行数据解读，这是数据分析师的基础能力要求。

相关解释：

数据解读：对数据进行分析，解读出其中的意义。

撰写报告：撰写文字性的报告，进行常规性或专题性的汇报。

数据支持：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或企业决策等提供数据上的支持，帮助业务或决策的进行。

数据报表：设计数据报表，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让其他人更直观的理解数据含义。

构建体系：参与建设企业数据体系的建设。

用户分析：对用户进行分类、分析用户行为等。

优化建议：对企业的系统提出优化建议。

数据预测：根据数据对未来的数据走向进行预测。

专题分析：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分析。

效果评估：对企业的系统进行评估，提出建议。

行业研究：科研性的能力，对行业的整体进行研究。

（3）业务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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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数据分析师核心能力-业务管控能力要求

数据分析岗位在企业中服务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产品建议、业务决策能力是数据分析岗位的主要价值

与竞争力。

相关解释：

产品建议：对产品提出优化建议。

业务决策：对业务走向进行判断决策，把控业务前进方向。

产品管理：对产品的运营、销售、改进等进行管理。

业务监控：监控公司业务流程，及时发现问题。

异常预警：对潜在的异常进行预警，及时反映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数据维护：对产品与系统进行数据上的维护。

业务追踪：深入跟踪业务，对业务链有充足的了解。

业务诊断：分析判断业务的问题，帮助解决问题。

业务评估：对业务进行评判，确定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下去。

（4）经营管理能力

图 1-5 数据分析师核心能力-经营管理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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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能力是数据分析岗位更高层次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 5 年以上甚至更高级别的招聘需求中，

一般要求应聘者需要具有业务管理与团队管理经验。

相关解释：

运营策略：参与运营策略的制定，对企业走向产生影响。

内部建设：帮助企业进行内部基础设施以及人际关系等内容的建设。

系统开发：对企业的系统进行开发，制定企业的系统架构。

员工培训：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

运营诊断：对企业当前的运营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帮助企业解决。

商业机会：分析形势，并帮助企业抓住商业机会。

运营分析：分析运营情况，综合考虑企业的优势和劣势。

带领团队：建设带领专项团队，解决专项问题。

2. 专业能力要求

专业能力要求中，主要分为的工具分类有：基础办公软件 Office、统计分析工具、程序设计工具、数

据库工具与大数据处理工具。

占比图示如下：

图 1-6 数据分析师专业能力要求高频图

其中基础办公软件 Office 是必备专业能力技能；统计分析工具中 R 的要求占绝对优势；程序设计工具

SQL、Python 是必须熟练的技能；数据库工具与大数据处理工具的技术点分布较为平均，熟练掌握 2-3 个基

本点一般能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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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用能力要求

通用能力要求中，企业招聘考核的重点在逻辑思维、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抗压能力、协调能力、

学习能力等是最多的专业核心能力要求。

占比图示如下：

图 1-7 数据分析师通用能力要求高频图

通用能力一般作为招聘需求中的软性考核点出现，更多的考察的是人选的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质

和动机，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却对人员的行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作用的部分。

二、行业市场动态分析

（一）近 5年国内职位需求发展

图 2-1 2014-2018 年度数据分析师市场动态及人才需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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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2014-2018 年数据分析师需求量成井喷式增长，各个地区稳定增幅，2015 年底职位数较 2014

年翻了 2.6 倍，2018 年职位数较 2014 年翻了 4倍。

数据分析师的招聘需求比较集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的招聘需求数量占据全国的 90%，这

与 IT 互联网企业所处位置较为相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及相关企业分布在这些

城市。从近几年的数据变化情况来看，北京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人才的迁移向上海广州和深圳转移，以及

其他二三线城市多了起来。

随着大数据的加速发展，2016 年以来数据分析师的招聘需求呈现增长趋势，并且我们预测未来市场的

招聘需求仍会较大增长。

（二）行业分布

图 2-2 数据分析师高频行业分布图

招聘需求调研数据显示，数据分析师岗位行业区别分布差异较大，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其中 IT 互联

网/通信需求量最大，占比为 34.7%；其次，金融/银行/保险、教育/咨询及第三方服务业的范围较过往有所

增长，该几类行业在短期内无论是产品端、用户端、运营端等都实现大大数据的原始积累，数据增长速度

依然可观。

随着大数据的火热发展，各行各业均呈现出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与趋势，更多行业及其细分行业对数

据分析师岗位的需求增大。

（三）企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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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数据分析师企业性质分布图

从招聘企业的性质看，招聘需求量最大的是民营类企业，民营类企业占比 52.3%；其次是国企事业相关

单位，占比 18.7%；外资与合资企业占比 13.6%；创业公司占比 10.7%；其他类型公司占比 4.7%。

民营类企业范围较广，包含民营上市企业与未上市企业。

（四）经验要求分布

图 2-4 数据分析师经验要求分布图

从工作经验要求看，企业对数据分析师的经验要求 3-5 年的占大多数，3 年左右经验的占 26.6%，5 年

经验的占 36%，5 年以上经验的占 9.6%，无经验要求的占 13.2%，1 年及以下经验要求的占 14.6%。

整体上，数据分析职位在市场上以 3-5 年左右经验是主力军，突破了整体的 60%，数据分析师的市场活

力非常大。

(五)学历背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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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数据分析师学历背景分布图

数据分析师人才市场中，本科学历人才为 62.4%，硕士 20.2%，大专 14.7%，博士及以上 1.7%，其他 0.9%。

本科与硕士学历背景占主导人数。调研分析显示，数据分析师岗位的招聘需求中，90&的企业对学历有严格

要求，基本硬性要求为全日制统招本科学历背景。

数据分析师的未来素质标准将会越来越高，这一职业人才将会是高素质人才队伍。

三、2018 年度数据分析职位薪资调研结果

薪资水平与行业类型、工作经验、学历背景、公司性质及职位级别等关键因素相关，此次薪资调研对

500 家企业的 1000 个职位为对象，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需求量最大的一线招聘城市为主，从这 5 个

方面进行概括性的汇总分析，给出了参考数据。

图 3-1 行业类型与平均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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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出，行业性质与薪资水平差异明显，IT/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最高，金融银行保险行业次之，

消费品/贸易/零售/物流行业与教育/咨询及第三方服务行业的水平相近，工业/制造业行业薪资水平一直稳

定保守，制药/医疗行业最低。

图 3-2 工作经验与薪资关系

数据分析师岗位的薪资水平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专业技能优势尤为凸显，持续上涨走势明显。1 年以

下工作经验，月基本薪资在 7k 左右；1-3 年工作经验，月基本薪资在 13k 左右；3-5 年工作经验，月基本

薪资 15.5k 左右；5-10 年工作经验，在 20k 左右；10 年以上工作经验，在 29k 左右。

图 3-3 公司性质与薪资关系

以企业性质看，数据分析师岗位的月平均薪资水平，外商独资企业平均在 17.5k，上市公司在 14.5k，

民营公司在 16.5k，合资企业在 12.5k，国企平均是 9k。

除基本月薪标准外，根据企业不同的薪资架构体系影响，员工的年薪范围会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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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学历背景与薪资关系

从数据看，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平均月薪水平是 21k；硕士及研究生同等学力在 17.5k；本科在 14.5k；

大专学历在 8k 左右。

目前企业招聘对学历背景有硬性指标，90%要求是全日制统招本科以及上学历。数据分析师岗位的薪资

浮动与增长水平与学历背景有关，同时与专业技能证书更多了相关性，从调研数据看，具有 CPDA 类专业证

书的人员薪资较无证书人员高 500 左右，持证上岗的优势明显加大。

图 3-5 职位级别与薪资关系

数据分析师是兼具管理序列与技术序列的岗位类型，数据分析高级管理职位薪资最高，月基本薪资在

35k 左右；高级数据分析师月基本薪资在 25k 左右；中层管理者在 21k 左右；基本管理岗与一般数据分析师

的薪资在 10-15k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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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论：

1.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分析师的需求一直是不断上涨的，5 年内数据分析师的总体需求增长 4倍。

2. 因产业模式、消费模式的迁移与升级，数据分析师的职位需求除北上广深主流一线城市依然保持旺盛

外，逐步向二三四线城市分布。

3. 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岗位，数据分析师的薪酬水平均高于行业市场平均薪资；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

数据分析师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的差距随之增大。

此调查报告是万宝盛华集团携手中数委对数据分析师行业的用人企业、学员的深度调研结果，历时 2

个半月时间，于 2018年 9 月完成发布。

关于万宝盛华集团

万宝盛华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MAN）是全球人才队伍专家，持续 70 年致力于提供创造性 的

劳动力解决方案。我们每天为超过 60 万位拥有不同技能，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提供有意义的工作。通过 我

们万宝盛华集团家族的品牌群——万宝盛华，万宝瑞华，睿仕管理和万宝盛华集团解决方案——我们 帮助

了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多万客户找出关键人才需求，提供了完善的解决方案来寻找、管理和发展人 才。

在 2016年，万宝盛华集团连续第六年获得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奖和《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最钦 佩企

业之一，确立了我们在行业中最受信任和钦佩的品牌地位。如果您想了解万宝盛华集团是如何让为 职场提

供动力成为可能的，请登录：www.manpowergroup.com.

关于中数委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China Data Analysis Committe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缩写 CDAC) ，是以数据分析师事务所等企业为主体，以及从事与数据分析业相关的数据分析、

投资服务、数据分析研究等方向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经营性企业、服务性企业和相关团体与个人自愿

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是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

和登记的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唯一的行业主管协会。

还等什么，10 月 13日

CPDA 数据分析师面授课程正式开课

席位有限，请速报名！

了解更多详情，请添加专业老师咨询及报名！

http://www.manpowergroup.com/

	9.18中国大数据分析人才调研报告 - 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