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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数据及大数据人才介绍 

 

2014 年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机构 Gartner 对大数据进行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

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2015 年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对大数据的描述：“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

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

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大数据人才是具备多种交叉科学和商业技能的人，能够将数据和技术转化为企业的商业价值。这种商业价值的转化不是

一次性的、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有正确的策略，完整的团队，创新的能力，规范的工作流程和业务体系、评价体系等条件，

从而逐渐利用数据分析，实现从改善到创新的过程，也是大数据的应用过程。 

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相应的数据感知、数据传输、数据处理等共性技术不断完善，而随着大数据应用领域的不断扩

展，相应的应用层大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人才非常紧缺。因此，我们这里定义的大数据人才是数据分析应用型人才，

要熟悉概念和原理，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业务逻辑有清晰地了解，能够熟练操作和使用数据库及分析工具，工作在大数

据与各个领域结合的第一线，运用分析指导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二、 大数据发展与大数据人才培养现状 

 

（一）大数据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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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大数据发展进程图 

1、国外大数据发展进程 

大数据的产生来源于对决策支持的需求。自计算机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想用计算机来辅助决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数据仓库之父比尔•恩门（Bill Inmon）提出数据仓库理论才有了突破，此后其多次在演讲中提到“BIG DATA”。随着

数据量的增加，作为数据仓库平台提供商的 Teradata、Oracle 提供的软硬件一体的服务器，无论在性能还是在成本上已经

不能满足 TB、PB 级数据的处理需求，为此谷歌为解决网页搜索问题诞生了 MapReduce、DFS 和 Bigtable，雅虎公司的

Doug Cutting 实现了谷歌三篇论文提出的分布式系统的架构，并将源码贡献给 Apache 基金会，形成了 Hadoop 开源生态，

开启了大数据时代的大门。 

2008 年，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可了大数据，业界组织计算社区联盟 (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um)发

表《大数据计算：在商务、科学和社会领域创建革命性突破》白皮书，使人们的思维不再局限于数据处理的机器，并提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3%E7%AD%96%E5%8A%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5%AF%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5%AF%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E8%AF%84%E4%BB%B7%E4%BD%93%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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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真正重要的是新用途和新见解，而非数据本身。同期，谷歌利用网上搜集到的海量个人搜索词汇数据，成功预测了甲

型 H1N1 流感的传播趋势，说明大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2009 年，奥巴马政府将大量数据向民众开放，将许多数据公布在美国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Data.gov；同期，印度政

府建立了用于身份识别管理的生物识别数据库，联合国全球脉冲项目已研究了对如何利用手机和社交网站的数据源来分析预

测从螺旋价格到疾病爆发之类的问题；欧洲一些技术领先的研究型图书馆和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也彼此建立了伙伴关系，致力

于改善在互联网上获取科学数据的简易性。 

2010 年，美国政府要求各部门实施“大数据”战略，美国国会更新法案，提高数据采集精度和上报频度；肯尼斯库克尔

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数据，无所不在的数据》，提到“从经济界到科学界，从政府部门到艺术领域，很多方面都已经感

受到了这种巨量信息的影响”，并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 

2011 年，麦肯锡发布《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其中讲到“美国市场，2018 年大数据人才和高

级分析专家的人才缺口将高达 19 万，此外美国企业还需要 150 万位能够提出正确问题、运用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大数据相关

管理人才”，这是专业机构第一次全方面的介绍和展望大数据；同期，IBM 的沃森超级计算机每秒可扫描并分析 4TB（约 2

亿页文字量）的数据量，创造了“大数据计算的胜利”时刻。 

2012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白宫网站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标志着大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对大数

据领域的 2 亿美元投资和对数据“未来的新石油”的定义宣布大数据技术从早期的商业行为正式上升到国家科技战略。同年，

联合国在纽约发布关于大数据政务的白皮书，总结了各国政府如何利用大数据更好地服务和保护人民。 

2013 年，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支持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数据驱动型创新主要包括“大数据”、

“开放数据”、“数据科学”和“云计算”。 

2014 年，美国白宫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对美国大数据应用与管理的现状、政策框架和改进建

议进行了集中阐述；同期，世界经济论坛以“大数据的回报与风险”主题发布了《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13 版），突出了大

数据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公共服务，增进人民福祉，乃至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意义。 

2016 年，谷歌 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宣布人类进入“人工智能年”，最终战胜围棋第一人柯洁标志着人

工智能在垂直领域的落地进入到新阶段。 

2、国内大数据发展进程 

与国外相比，我国大数据的发展时间相对滞后、发展相对缓慢。 

最早是在 2003 年，信息产业部确立信息技术人才培养计划，提出“项目数据分析”的概念。 

2005 年，国内成立第一家数据分析事务所，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分析业务。 

2008 年 4 月，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作为数据分析行业全国唯一的行业组织正式成立，数据分析报告在

项目分析过程中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其后，数据分析技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企业对数据分析的商业需

求仍然没有得到突破。 

直到 2011 年，在物联网“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工信部将信息处理技术作为 4 项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之一，其中包括海

量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图像视频智能分析。 

2012 年，阿里巴巴集团在管理层设立“首席数据官”一职，负责全面推进“数据分享平台”战略，并推出大型的数据分

享平台——“聚石塔”，为天猫、淘宝平台上的电商及电商服务商等提供数据云服务，是中国最早提出数据化运营的企业。 

2014 年，“大数据”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大数据等方面

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至此“大数据”成为国内热议词汇。 

2015 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标志着大数据正式上升

至国家战略。 

2016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出台，推动大数据在工业研发、制造、产业链全流程各环节的应

用。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 

http://www.100ec.cn/zt/hlwsw/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CPt1y4Vl7HJmw6AcWpcvWTFjvd+yMJWHGpqncnwZ4BC2e6mNZIrv0dv7NxLHqWKYhAEHusvS1kXDX8VTmCEurW+Erar6k8ty3pfKJtUWCTh9ssyDK1SDlnhDg47fRGLxIC1WNLHU2MljwrjhG0RrICMdkDKdnx9fx5xPj0qWCLzM0x70dukni0ugSy87Jfv2TDSV3ENg5xN3PZTzHwSfpL2Bib/tcl6tWZhAVR4xoKDA8Zu4mdg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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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数据发展进程的思考 

纵观大数据发展历程，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1）国际上大数据的发展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的商业需求迫使大数据技术得到了突破，政府数

据的公开对大数据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2012 年，大数据在美国终于上升到国家战略，围绕大数据

应用，各行业纷纷发展大数据产业。 

（2）国内大数据的发展从 2003 年起步，2012 年以前由政府和行业协会推动，期间推动技术突破的商业需求几乎为零，

从起步经过 13 年的发展最终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进一步带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数据公开。 

不难发现，我国大数据发展存在着相对明显的断层，这种断层是应用需求的脱节，不了解商业应用需求的技术研发导致

很多情况下企业的生产脱离实际，投入大于产出。国际上其他国家早在 2005 年就完成了技术实现，尤其是技术的开源化，

但同样采用开源平台，国内国外效果不一样，这就值得思考，也提醒我们理性看待大数据技术发展与商业需求相脱离的本质

问题。国内阿里巴巴虽然最早提出通过数据进行企业数据化运营，但其仅仅从职能岗位入手，当时更多的仍停留在理念上。

随着其业务覆盖的扩展，阿里巴巴已经可以在一定的领域内形成大数据应用支撑，但其局限性依然很突出，与新领域难以形

成大数据协同，在面向未来的新型数据应用上，也很难形成无缝升级。因此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必须突破理念，回归实质。 

据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Institute for High Performance)对美国、中国、印度、英国、日本、巴西和新加坡等这些国

家的数据分析人才需求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截至 2015 年，上述所有国家（除中国外）都将面临胜任分析科学家工作的博

士毕业生数量净短缺的问题。埃森哲表示“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和巴西几乎将肯定遭遇高端人才的严重短缺，尽管印

度的数据分析服务行业蓬勃成长，但它也将难以培养出足量的博士生来填补所有新的数据分析科学家岗位。如果对数据分析

的需求加速升高，那么中国也将可能出现短缺。”目前，我国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的确在加速，埃森哲的这种预测也正在变

成现实。但目前国内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大多仍停留在 IT 层面，绝大多数未真正进入企业的管理核心，而是在底层开发着各种

各样的大数据产品。但除了一些寡头级别公司的大数据内部应用，绝大多数的大数据产品并没有如同预期一样被市场接受，

要么是闭门造车、臆想出“伪需求”，没有真正解决客户的需求和痛点。要么是概念导向、占领客户大数据认知的“假产品”，

没有几个大数据产品能真正带来规模化收入，依然作为成本中心存在，究其根本还是在于脱离应用场景，脱离需求。优秀的

数据分析人才应当拥有从事数据分析的必要技能，懂分析数据，更懂生产、管理，甚至企业的方方面面，这些技能可以通过

学习或在职培训获得。IT 专业人士应该开始意识到大数据领域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要想在大数据领域发展必须去寻找获得这

些技能的方法。为此，我们要及早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时刻警醒着避免出现“新一轮人才断层”的问题。 

 

（二）大数据人才高校培养现状 

 

随着企业发展规模变化，数据应用价值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数据人才培养方向到底在哪？作为大数据概念的发源地，

美国一直走在大数据发展的前列。我们通过美国大学中部分主要的大数据分析硕士学位课程的设置和我国高校大数据相关专

业设置进行对比分析。 

1、全美国大学中主要的大数据分析硕士学位课程的设置 

表 2.1 全美 23 所知名大学数据科学硕士课程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位名称 所属学院名称 

1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凯利商学院（W.P.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2 
宾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 

营销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Marketing Analytics） 

商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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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学位名称 所属学院名称 

3 
卡耐基梅隆大学（G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信息系统管理硕士之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方向

（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MISM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tics，

BIDA） 

亨氏学院之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Heinz College,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4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之机器学习方向（Masters of 

Science in Computer Science，concentration 

in Machine Learning） 

计算与数字媒体学院（The Fu 

Foundati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5 
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 

预测数据分析科学（M.S.in Predictive 

Analytics） 

计算与数字媒体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Digital Media） 

6 
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雷柏商学院（LeBow College of 

Business） 

7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计算科学与工程科学（Masters of Science in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哈佛应用计算科学研究院

（Harvard’s Institute For 

Applied Computational 

Science， IACS） 

8 
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商业管理之商业数据分析专业（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in Business 

Analytics） 

凯莱商学院（Kelley School of 

Business） 

9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数据分析科学（M.S.in Analytics） 
奥尔斯商学院（E.J.Ourso College 

of Business） 

10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商业管理(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The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11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布罗德商学院(Broad School of 

Business) 

12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商业管理之商业数据分析专业(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pecialization In 

Business Analytics） 

斯特恩商业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13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 
数据分析科学（M.S.in Analytics） 

高级数据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Analytics) 

14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数据分析科学（M.S.in Analytics）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 

15 
普杜大学(Purdue 

University) 

商业管理之商业数据分析咨询方向(Master of 

BusinessAdministration,Concentration in 

Business Analysis Consulting) 

克兰纳特管理学院（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 

16 
罗格斯大学

（RutgersUniversity） 

商业与运筹和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Business And Science degree in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Business Analytics） 

研究生院专业科学硕士项目

（Graduate School，Professional 

Science Masters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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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学位名称 所属学院名称 

17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之信息管理与数据分析（Master of 

Science In Computer Science，Specialization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nalytics） 

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系（School of 

Engineering，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18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信息与数据科学（Master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Science，MIDS） 

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19 
辛辛纳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林德纳商学院（Lindner College of 

Business） 

20 
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商业数据分析与项目管理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Analytic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商业学院运筹学与信息管理系

（School of Business，

Department of Operation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1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商业市场营销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for Marketing 

Analytics） 

史密斯商学院（Robert H.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22 
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Analytics） 

管理学院与文理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23 
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of 

Tennessee） 

商业数据分析科学（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管理、统计学、运筹与管理科

学学院（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tatistics，

Operations&Management 

Science） 

注：本表按英文校名字顺序排序。 

 

美国北卡罗纳州立大学高级数据分析研究院，作为美国第一个正式的数据分析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有以上 23 个知名

的数据分析科学专业，其中 11 个开设在商学院，绝大多数称为商业数据分析硕士；6 个开设在工学院，以计算机或工程学院

为主，多数是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主修数据分析方向；4 个设在管理学院，多数为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主修数据分析方向；其

余 2 个分别由专设的数据分析研究所和研究院开办。各大学对报考学生的数学和计算机知识结构都有较为统一的明确要求，

最理想的是商业知识和数据分析技能都具备的学生。例如雷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课程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定量

方法有兴趣、通过数据分析探索和揭示内在关系、利用数据来解决商业问题、希望提升能力或从事商业分析的职业人，所以

提出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会有较强的入学竞争力。普杜大学（Purdue University）将传统商业咨询与数据分析结合，即利用集

成的分析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来生成商业情报和解决特定行业的问题，因此要求入学学生具有很强的分析、量化、团队领导、

组织和沟通能力。 

由以上可以认为美国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方向，是为了培养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转变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专门的数据管

理决策支撑层，而不是来自 IT 部门的技术专家。 

 

2、英国大学主要的大数据相关授课型硕士课程 

 

表 2.2 英国 30 所知名大学大数据相关授课型硕士课程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位名称 所属学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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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 科学系（Faculty of Science） 

2 
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 
数据工程（MSc Data Engineering） 

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 

Science） 

3 

东安格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MSc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mining） 

科学系计算机科学学院（Computing 

Sciences, Faculty of Science） 

4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数据

科学、技术和创新 -网络课程（MSc 

Data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信息科学教育组织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cs Teaching Organisation）；人

群健康科学与信息科学前瞻研究院（Ushe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Health Sciences 

and Informatics） 

5 
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大数据与文本分析（MSc Big Data and 

Text Analytics）；金融与数据分析

（MSc Finance and Data 

Analytics）；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应用经济学与数据分析

（MSc Applied Economics and Data 

Analysis）；商业分析（MSc Business 

Analytics） 

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学院（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埃塞克斯商学院（Essex 

Business School）；数学科学学院（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经济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6 
埃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政策

分析（MSc Policy Analytics） 

数据科学与分析（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政治和国际关系（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学院（Computer Science） 

8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商业分析（MSc Business 

Analytics）；生物医学研究-数据科学

（MRes Biomedical Research -Data 

Science） 

帝国理工商学院（Imperial College Business 

School）；外科与癌症学院（Department of 

Surgery and Cancer） 

9 
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高级计算机科学 -云计算与大数据

（MSc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计算机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 

10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文化和社会中的大数据（MA Big Data 

in Culture & Society）；数据科学

（MSc Data Science） 

数字化人文学院（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信息科学学院（Department 

of Informatics） 

11 
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 

计算与通讯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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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 

数据科学和分析（MSc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高级计算机科学-数据

分析（MSc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 Data Analytics）；消费者分

析和营销战略（MSc Consumer 

Analytics and Marketing Strategy）；

商业分析和决策科学（MSc Business 

Analytics and Decision Science） 

数学学院（School of Mathematics）；计算

机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利兹大学

商学院（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13 
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 

数据分析与商业智能（MSc Data 

Analysis for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数学学院（School of Mathematics）；信息

科学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cs） 

14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大数据与高性能计算（MSc Big Data 

and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地理数据科学

（Geographic Data Science）；商业

分析和大数据（MSc Business 

Analytics and Big Data） 

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环境科学学院（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管理学院

（Management School） 

15 

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分析（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An Introduction） 

统计学院（Department of Statistics）；方

法论学院（Department of Methodology） 

16 

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计算机安全和大数据（MSc Cyber 

Security and Big Data） 

拉夫堡伦敦学院（Loughborough University 

London） 

17 
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数据和知识管理（MSc Data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健康数

据科学（MSc Health Data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生物、医药与健康系（Faculty of 

Biology, Medicine and Health） 

18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商业分析（MSc Business Analytics ）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19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社会数据科学（MSc, Dphil Social Data 

Science） 

牛津互联网学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数据分析（MSc Data Analytics） 
数学与物理学院（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21 
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 

信息管理 -商业大数据（MS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ig Data 

in Business） 

亨利商学院（Henley Business School） 

22 
圣安德鲁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数据密集分析（Data-Intensive 

Analysis） 

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23 
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数据

分析（MSc Data Analytics） 

社会科学系信息学院（Information School,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工程系计算机

科学学院（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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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 
大数据（MSc Big Data）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25 
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 
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 萨里商学院（Surrey Business School） 

26 
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商业

分析与管理科学（MSc Business 

Analyt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 

电子与计算机科学学院（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cience）；南安普顿商学院

（Southampton Business School） 

27 

 

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 

数据科学（MSc Data Science） 数学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28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网络科学与大数据分析（MSc Web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时

空分析和大数据挖掘（MSc Spatio-

Temporal Analytics and Big Data 

Mining） 

计算机科学学院（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29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 

大数据与数字化未来（MSc Big Data 

and Digital Futures）；政治、大数据

和量化方法（MA in Politics, Big Data 

& Quantitative Methods） 

跨学科方法论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国际政

治学院（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威斯敏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大数据技术（MSc Big Data 

Technology）；商业智能与分析（MSc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科学技术系（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注：本表按英文校名字顺序排序。 

 

英国大数据教育分为两个方向：大数据应用和大数据技术。与美国高校相仿，英国高校的大数据相关专业也比较注重应

用层面。作为欧洲的商业金融中心，英国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大数据在商业方面的应用。相对主流的是聚焦于商业管理、金融

投资、应用经济学的数据应用问题，一般采取工商管理类教学的案例学习和信息数据科学的实践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也

体现出数据科学的高端人才必须是横跨业务和技术领域的双通道人才。其余领域应用包括健康、生物医学、地理等领域。 

聚焦于技术方面的大数据专业也是采取和其他技术结合的模式，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网络科学与大数据分析和时空分析

和大数据挖掘，拉夫堡大学的计算机安全和大数据，利物浦大学的大数据与高性能计算，肯特大学的云计算与大数据。 

另外，英国高校更注重跨学科和创新教育。比较有特色的是华威大学的“政治、大数据和量化方法（MA in Politics, Big 

Data & Quantitative Methods）”专业和伦敦国王学院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大数据（MA Big Data in Culture & Society）”

专业，都采取了文学硕士的学科建设。除此之外，比较有特色的课程包括华威大学的大数据与数字化未来这种开放式课程。

爱丁堡大学也开设了“数据科学、技术和创新（MSc Data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的网络课程，支持在线

远程学习，同样获取硕士学历。 

3、我国高校大数据相关专业设置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开设的数据挖掘、商业智能相关的课程一直围绕计算机技术开展。2014 年年初，在袁卫和纪宏教授

的倡导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五院校成立的大数据分析硕士培养

协同创新平台联合了北京地区高校的师资力量与大数据应用的业界翘楚，利用院校协同创新、研究部门与业界部门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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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模式，以实际社会需求为导向共同开发课程并进行高级大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在此之前国内只有两所院校开设了大

数据相关专业，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数据科学与商业统计硕士课程、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商业数据分析科学硕士课程。 

2016 年 2 月，我国教育部公布本科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大学成为

首家获批高校。 

2017 年 3 月，教育部公布第二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获批的 32 所高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35 所高校获

批该专业。 

 

表 2.3 我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获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位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1 北京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学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 中南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4 中国人民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5 北京邮电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6 复旦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学 

7 华东师范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8 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9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0 中北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1 晋中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2 长春理工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4 上海纽约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5 浙江财经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学 

16 宿州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7 福建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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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黄河科技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19 湖北经济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1 广东白云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3 广西科技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4 重庆理工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5 成都东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7 贵州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8 贵州师范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29 安顺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0 贵州商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1 贵州理工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2 昆明理工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3 云南师范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4 云南财经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学 

35 宁夏理工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该专业强调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能力的大数据人才。 

需要培养以下专业能力： 

一是理论性的，主要是对数据科学中模型的理解和运用； 

二是实践性的，主要是处理实际数据的能力； 

三是应用性的，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解决具体行业应用问题的能力。 

不管是从时间还是经验看，目前国内培养大数据人才的院校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校教育与大数据市场需求脱节严重，

通过美国、英国与我国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英国除了工程相关专业，商学院的课程显得很重要，对学生也有工作经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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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面培养硕士研究生。而我国从本科设置，研究生以上的高端人才仍未从单一的计算机技能培养中有大的转变。因此，

社会培训机构要充分发挥对大数据人才培养的作用。 

（三）大数据人才社会培训现状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作为主管行业协会，通过分析目前大数据社会培训课程设置，发现社会培训机构众

多，但对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存在严重的方向偏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偏技术，忽视业务驱动 

片面的 IT 底层化的人才培养，是大数据人才培养的第一个误区。目前不少所谓的“大数据培训机构”是从早期 IT 培训

机构转变而来，对大数据人才的培养主要开展底层架构的开发，课程主要集中在数据获取、数据运算、数据存储、以及基于

数据编程几个层面。在数据获取层面，更多培养学员如何使用 Java 语言获取目标网页内容；在数据运算层面，以 Hadoop 分

布式存储、MapReduce 并行计算、H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等为基础，教授学员如何对数据进行底层架构的设计与实现；在

数据存储方面，讲授传统关系型数据存储 SQL、一些非关系型数据存储 NoSQL，如 Mongodb、Redis 等；在编程方面，这

些机构忽视科学计算，不是数据编程而是以 Java、Html 语言为例教授学员开发网页、手机终端程序的基本知识。培养内容

更多地偏向于技术驱动，学员们并不能将这些内容与自己所处的行业、工作相结合，不能很好的运用 IT 技术解决工作遇到的

问题。 

大数据的核心目标是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可以是科学研究问题，也可以是商业决策问题，抑或是

政府管理问题。所以在进行大数据的人才培养时一定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研究和选择合适的技术加以应用，言必 Hadoop、

Spark 的大数据是不严谨的。数据科学的技术基因在于开源，各大领域的基础技术栈和工具库已经很成熟，下一阶段就是怎

么快速组合、快速搭积木、快速产出的问题。不同的业务领域需要不同方向理论、技术和工具的支持，是业务决定技术和工

具，而不是根据技术、工具来考虑业务。 

2、人才培养片面化，缺乏综合性培养 

国内大数据培训课程分类繁多，系统性培训被主观性的画出很多的界限，单纯的理论，单纯的技术开发或单纯的工具操

作都无法培养大数据人才，在这种知识链条割裂的培训环境下，学员掌握某项技能多了，但按照上层应用业务需求解决问题

的能力却无法获得；对企业而言，误导员工认为不同岗位只需要了解与负责自己岗位所对应的工作内容，如数据建模师只负

责构建并评估数据模型，大数据可视化工程师负责对数据进行呈现与展示，数据架构师负责构建与维护底层数据架构。这不

仅限制了大数据人才的全方面、多层次、综合性发展，同时还将导致企业内部员工只能被动接受，对其上下游环节的工作毫

无预期。 

大数据相比传统信息技术来说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延伸，需要培养人才的“数据驱动”与“数据闭环”思维方式。其中，

数据闭环是指构造起包括数据采集、建模分析、效果评估到反馈修正各个环节在内的完整“数据闭环”，从而能够不断地自

我升级，螺旋上升；数据驱动是指经营管理决策可以自下而上地由数据来驱动。数据价值实现离不开围绕数据业务的不同角

色分工配合，大数据人才需要涉及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通过完整的培训体系培养大数据人才的全局观、大局观，既可以自

顶向下的通过业务探索数据背后蕴含的商业价值，又可以自底向上的去实现数据获取、数据挖掘、以及数据决策的全流程，

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 

3、人才培养功利性，分级认证极具误导性 

无论是人才培养偏技术驱动而导致忽视业务驱动的问题，还是人才培养系统性被割裂的问题，都与人才培养过程中商业

利益的驱使分不开。大量 IT 培训企业化身大数据培训，是第一类现象产生的源头；系统性被割裂的课程人为缩小学习目标，

短期激发学习热情，几个月、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完成的培训符合市场“变现”规律，大量低质重复的课程实质在阻碍大数

据人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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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高的分级考试培养模式也是需要推敲和斟酌的，数据驱动的大数据人才重在应用。根据数据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长期

知识、经验的积淀密不可分，本来就不是通过考试能评估的，考试只能考评知识掌握程度和是否具备相应的“数据驱动”和

“数据闭环”思维。这种划分等级的考试依据不够充分，没有论证依据和实践证明的分级考试极具误导性。大数据人才培养

的本质是探究学问，培养有用之人，服务社会发展，这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培训，一定要

认真设计、谨慎从事，切勿落入“过度商业化”的窠臼而忘记了初衷。更不能假借人才培养之名，行商业利益之实。鉴于此，

作为行业协会有必要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出台基本发展架构给整个行业以引导。 

 

三、 大数据人才知识体系架构 

 

（一）从实践应用需求中构建出的大数据人才知识体系  

以可口可乐公司等为代表的世界 500 强公司，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以数据为驱动的改造，旨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

市场环境中能够快速对业务增长引擎进行正确可观的判断，时刻引领企业创新和变革，让大规模企业能够像微小企业一样善

于迎接改变，不停创新。图 3.1 是通过分析整理出的企业数据团队的典型组织架构： 

企业管理者（CEO、运营总监、IT总监等）

数据产品部门
根据商业需求，为用户提供数据产品

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分析部门
企业的独立大型分析部门，分工详细而紧密工作，负责战略性而复杂的分析需求

数据分析师

按业务部门划分：

• 企业业务研究部

• 个人业务研究部

• 。。。

按分析领域划分：

• 中小企业研究部

• 高级分析方法研究部

• 社交平台研究部

• 。。。

IT部门（公司内部或第三方）
负责企业数据平台的维护，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可用性和稳定性
负责数据产品的研发、测试、维护等

数据平台工程师

IT工程师

业务部门
提出分析需求

企业中层经理
推动分析结果实施

一线业务人员
与分析团队沟通确定分析需求

业务分析师
负责部门内日常报表，及一些

紧急的分析需求

 

图 3.1 企业组织大数据定位架构图 

 

（1）数据决策者需要理解怎样制定数据分析的策略，来支持企业的总体战略，利用数据分析的力量来改进企业中跨业

务部门的决策效果。 

（2）业务部门根据所在业务部门的需求，利用数据平台提供的接口完成业务分析任务。 

（3）数据产品部门负责结合业务部门的特定需求，整合企业的数据资源与业务流程，设计并维护数据产品，从而使得

业务部门能够以最有效的手段，及时获取业务运营最为密切相关的数据服务。数据产品部门存在于以数据产品为主营业务的

企业中，其他企业一般不会专门设立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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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部门负责战略性和日常运营中复杂的分析需求，同时也负责相关算法、工具的研究与设计。综合处理

跨业务部门的分析需求，负责相关的项目支撑。 

（5）IT 部门，一方面实现企业数据仓库的设计、部署与维护，从而为业务分析师提供友好、便捷的数据访问及分析

的接口与工具；另一方面提供稳定的 IT 运行环境并配合数据平台部门做好相关软硬件的运维。 

伴随着 Sean Ellis 在 2010 年提出增长黑客（Growth Hacker）的概念，跨国企业纷纷专门设立首席增长官 CGO

（Chief Growth Officer）带领一个个精英增长团队，每个团队职能都包括市场销售、产品、工程、数据分析。能够形成若

干个增长引擎闭环，支持企业市场和产品的不停快速迭代和改进。 

例如，Facebook 和 LinkedIn 的增长团队模式就如下图所示： 

 

 

图 3.2 增长团队模式 

 

在增长团队这种新的组织架构中，数据分析师的角色举足轻重，起着核心和发动机的作用。所有的市场反馈要经过数据

分析这一层再传递给产品决策或者返回市场决策。所有的产品创新也都需要数据分析这一层支持进行快速验证。这在市场进

入策略、产品设计创新迭代、精准营销与价值转化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也正是这些创新的商业管理实践，组成了增长黑

客的概念。目前这种商业管理实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善于创新的企业所采纳。 

综上，数据分析师和业务专家显然是大数据人才的核心，总体需要具备商业智能的理念、掌握数据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常

用算法、对业务流程有明确的认知，能够清晰地归纳和设计分析需求、熟练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大数据时代，更确切说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标准竞争越来越激烈，谁制定的标准为世界所认同，谁就会从中获得巨大

的市场和经济利益。大数据技术标准更是如此，大数据技术使各种数据分析与处理成为了可能，但由于大数据技术是复杂的

新兴技术，目前尚未出现一种通用的大数据技术标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大数据底层基础架构不断完善并趋于稳定之

后，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是有关大数据上层业务的应用问题，这时候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数据人才、以及如何培养这种人才便

会十分棘手，换句话说制定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 

只有技术工程师或者科学工程师不可能实现从海量数据中挖掘价值的目标。大数据人才必定是具备如下知识和能力的综

合型人才： 

首席执行官

增长VP 产品VP 市场VP

产品经理

工程师

设计师

分析师

市场人员

注册业务

产品经理

工程师

设计师

分析师

市场人员

在线业务

产品经理

工程师

设计师

分析师

市场人员

通知业务

Facebook独立型增长团队模式

首席执行官

增长团队 变现团队

产品经理

工程师

分析师

市场人员

设计师

产品经理

工程师

分析师

市场人员

销售人员

客户成功

LinkedIn功能矩阵增长团队模式

https://www.baidu.com/s?wd=%E7%9F%A5%E8%AF%86%E7%BB%8F%E6%B5%8E%E6%97%B6%E4%BB%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vDYn1nzmWfsmHDsrj0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RLrj0sPWRYn1DdPH0sPH6z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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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数据挖掘

数学建模 文本分析

其他

商业智能 人工智能

数据综合处理能力数据调用能力

提取

数据获取

数据存储

数据预处理

内部数据 外部数据

结构化 非结构化

提取 清洗

转换 加载

提取

数据呈现

数据
可视化

文本
可视化

社交
可视化

地理
可视化

数据呈现能力

计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

数据决策能力

描述性
分析

预测性
分析

决策性
分析

数据认知能力

金融

电商

通信

医疗

农业

旅游

传媒

其他

物流

目标用户
识别

产品精准
定位

市场风险
防范

其他

 

图 3.3 大数据人才知识体系架构图 

1、数据认知能力培养 

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大数据成功案例，给我們最大的启示，是让我們对数据有完全不同于过往的观点，特別是对数据

的认知主动性，今天我们要主动的去思考我们需要哪些数据、我们有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又可以为我们提供泽阳的商业价

值。在商业模式的层面上，我们要思考如何通过数据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如何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以数据为导向的合作

关系；我们的目标群体是谁，如何以最快捷的方式把我们的产品推向目标群体。从产品运营的角度，我们要思考如何提高我

们产品的商业价值，以及未来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规避我们的市场风险。 

2、数据调用能力培养 

（1）数据获取：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 

认知数据产生的时间、来源、条件、格式、内容、长度、限制条件等，能有针对性的实施和控制数据产生和采集的过

程，加深对数据的理解程度。今天我們不能只想到我們有什麼数据，而是想虽然今天沒有，我們还可以拿到什么数据，甚至

是別人有沒有这个数据，或是我可以到哪裡去收集這些数据。其中涉及网络爬虫技术、Wifi 探针技术、系统日志数据采

集，通过公司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关联，打破数据孤岛，为基于业务场景下的数据分析提供支撑。 

（2）数据存储：结构化数据存储、半结构化数据存储与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了解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架构（SQL 及 NOSQL），特别是对数据结构模型（data models）的训练。在传

统 BI 对于分析形式的 relational data model （例如 de-normalized 的 star schema 或 snowflake）已比较标准化；但

在大数据领域，NOSQL 还是百家争鸣，从 Column based, document based, key-value based, 到 network based，各

有其擅长及缺点，不同的模式，也各有其各式各样的开源平台，对于非关系型的 NoSQL，其数据结构模型（data models）

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关注，其对数据最终的价值，以及未来数据被处理时的效能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在未来的整体数据架

构（data architecture）将会使用多形式及多样的存储架构，数据架构便非常重要，由于不同的应用需要使用不同的数据结

构模型，在不同的存储架构内及存储架构之间的运算及传输，都对整体系统的效能有很大的影响。 

（3）数据预处理：探索、提取、清洗、转换和加载 

熟练数据处理规则，能实际解决数据分散、不清洁问题，具备与业务需求相结合的能力。保证动态和迭代更新的数据

存储和处理达到及时、完整、有效、一致、准确。除了传统的 ETL 到数据库的能力，在大数据的环境中，还需要做好数据湖

（data lake）的规划，并建立特征工程的架构（feature engineering），提供高效能而适合数据挖掘、统计分析及机器学习

的特征平台。  

3、数据综合处理能力培养 

掌握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技术，并通过评估指标衡量模型的效果。能够进行商业运行和模型解释。数据只是系统的表象，

不管系统是商业的运营，政府部门的运作，还是其他的系统 ，要能当成业务驱动的目标，数据研究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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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改善，如何经由研究及沟通去了解一个系统（Domain knowledge），如何将问题转化为可解的模型，实际执行运算，

对于结果做一个解释，找出可能的问题，再调整模型，这就是前面谈到的“闭环”，数据综合处理能力应该要有这种指导的

能力。在模型方面，应该提供一个环境，可以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及数据来培训。 

4、数据呈现能力培养 

数据呈现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新的桥梁，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可视化图形，都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洞察世界、发现形形色

色的关系，感受每时每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信息变化，还能让我们理解其他形式下不易发掘的事物。我们时常要根据我们数

据呈现的目标，选择我们使用的图表与方法： 

➢ 有的可视化目标是为了观测、跟踪数据，所以就要强调实时性、变化、运算能力，可能就会生成一份不停变化、可

读性强的图表。 

➢ 有的为了分析数据，所以要强调数据的呈现度、可能会生成一份可以检索、交互式的图表。 

➢ 有的为了发现数据之间的潜在关联，可能会生成分布式的多维的图表。 

➢ 有的为了帮助普通用户或商业用户快速理解数据的含义或变化，会利用漂亮的颜色、动画创建生动、明了，具有吸

引力的图表。 

➢ 还有的被用于教育、宣传或政治，被制作成海报、课件，出现在街头、广告手持、杂志和集会上。这类可视化拥有

强大的说服力，使用强烈的对比、置换等手段，可以创造出极具冲击力的图像。 

所以数据呈现是什么，这个概念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定义，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把握数据可视化，把握数据时代，真正让

数据驱动业务，驱动发展。 

5、数据决策能力培养 

数据作为人类活动的痕迹，就像金矿等待发掘。但是首先你得明确自己的业务需求，数据才可能为你所用。 

（1）数据为王，业务是核心，有了数据必须和业务结合才有效果。首先你需要摸清楚所在产业链的整个结构，对行业的

上游和下游的经营情况有大致的了解。然后根据业务当前的需要，指定发展计划，从而归类出需要整理的数据。最后一步详

细的列出数据核心指标（KPI），并且对几个核心指标进行更细致的拆解，当然要具体结合业务属性来处理，找出那些对指标

影响幅度较大的影响因子。前期资料的收集以及业务现况的全面掌握非常关键。 

（2）思考指标现状，发现多维规律，发现规律不一定需要很高深的编程方法，或者复杂的统计公式，更重要的是培养一

种感觉和意识。不能用你的感觉去揣测用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很多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

没有明显的显示，需要使用直觉与观察（数据可视化技术来呈现）。 

（3）规律验证，经验总结，发现了规律之后不能立刻上线，需要在测试机上对模型进行验证。数据决策能力与业务能力

紧密联系，能主动把业务问题转化为可以用数据来解释的问题，通过数据分析结合业务场景得到数据观点，并对数据观点做

业务应用和解读，将数据分析结果反馈到业务操作过程。根据数据分析结论推动企业内部做出调整，能够将数据和技术转化

为企业的商业价值。 

6、计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 

计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可以培养出良好的科学素养，系统地、较好地掌握计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包括计算

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能为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但计算机及数据分

析信息技术并不能等于大数据技术，更不能仅用计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作为大数据人才的评估标准。大数据人才是综合

性的人才，是可以结合业务背景，以数据为驱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并且能够熟练运用计

算机及数据分析信息技术的人才，才符合中国大数据人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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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旅游大数据人才知识体系架构的应用落地    

 

多元分析
假设检验

数据挖掘

多元分析
回归分析

多元分析
因子分析

其他。。

地理统计 遥感分析

旅游数据综合处理旅游数据调用

数据获取

统计年鉴 遥感卫星

提取

数据呈现

数据可视化 文本可视化

社交可视化 地理可视化

旅游数据呈现

旅游数据认知与决策

旅游市场细分 旅游营销诊断 客源市场定位 游量实时监测 旅游舆情监测

传感器 GPS

百度搜索 百度地图 新浪微博 票务系统

数据存储

区域经济
数据

旅游产业
数据

遥感数据 GIS数据

百度搜索
数据

LBS数据
游客属性

数据
游客消费
性数据

数据预处理

数据交互 数据匹配 数据关联

旅游大数据画像

 

图 3.4 旅游大数据人才知识体系架构图 

 

某旅游公司构建大数据平台，基于宏观经济数据、旅游产业数据、遥感数据、GIS 数据、用户属性数据、用户交易数据、

微博社交数据、LBS 数据等海量数据，通过多元分析、空间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算法等数据挖掘方法，全景构建景区大数据

画像，在数据空间内对景区过去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下的旅游状况进行时空大数据重构，全面把握景区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市

场导向，深刻洞察游客基本属性与行为特征，精准分析游客旅游路线，实时监控景区游客量，为城市及景区实现旅游市场细

分、旅游营销诊断、景区精准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旅游大数据平台分为旅游数据认知与决策、旅游数据调用、旅游数据综合处理、旅游数据呈现四大模块。 

（1）通过搜索引擎、地图导航软件、在线旅游网站、在线购物网站、微博、论坛以及旅游宏观数据库、遥感卫星、气象

监测站等采集原始数据； 

（2）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去噪、逻辑验证、标准化等预处理； 

（3）通过多元分析法、空间统计分析、机器挖掘算法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同时对景区已有的游客线下数

据与旅游在线数据进行数据匹配，并通过宏观数据与游客微观数据进行交互验证，从而得到更为精准的结果； 

（4）对分析结果进行数据可视化呈现； 

（5）通过旅游行业专家对数据结果进行解读，为景区旅游市场细分、客源市场定位、旅游新产品开发、旅游营销诊断、

舆情引导等提供决策支持。 

 

四、 大数据人才培养战略 

 

   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落实国家人才兴国和大数据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大数据人才队伍，把大数据人才培养

工作作为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关键步骤，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制定如下人才培养战略：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大数据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按照《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大数

据人才培养战略。以加快大数据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应用价值挖掘人才培养为主线，以提升跨界复合型人才能力为主攻方向，

积极完善配套措施，探索大数据人才能力评价体系，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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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数据人才培养要从国情出发，广泛开展社会调研，注重分析和研究大数据在经济发展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特别要关注大数据面向的行业领域的发展趋势，使培训体系、课程体系具有鲜明的适用特点。  

坚持数据分析思维、技术、应用综合发展。把复合型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加强分析方法和技术培训，把数据分析思

维融入到大数据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重视培养思维能力和分析意识、法律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多学科融合，比如

电商大数据，交通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的跨领域教学。 

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大数据人才培养要有鲜明的应用特点，具有明确的行业方向，立足于相关行业领域的实际要求，

首先要满足就业岗位任职的需要，以普及性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的知识体系为度。提升式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

以搭建具体行业场景教学为主，强化实践教学，增加实训比例。开发以企业工作过程为课程设计基础的教学内容，实施以真

实工作任务或社会产品为载体的教学方法。 

加强就业引导和职业能力培养。建立突出大数据职业规划和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注重大数据职位、技能、行业、

薪酬、岗位升迁和能力素质匹配的衔接，确保教学内容适应对应的职业岗位要求。 

 保证校企师资融合、工学结合。行业、企业参与课程开发、专业教学、职业能力培训、质量标准制订与考核评估等大数

据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引入企业中从事大数据工作的师资，将工作与教学

结合作为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切入点，并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实施。重视学习与工作实际的一致性，探索

以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 

（三）未来五年战略目标 

1.规范培训体系，提高劳动员工的数据能力 

规范数据分析基本培训和认证项目，为学员和企业基层劳动力员工提供学习机会，通过工具化、便捷化的基础技能培训

让普通从业者更多的会使用常用工具，通过通识教育使其高效获得必要的数据准备和分析技能：数据获取能力、简单的数据

呈现能力、数据特征描述能力，以及基本的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 建立规范的培训体系、科学的课程体系、高效的服务体系，依托全国大中专院校和分布在当地的授权机构，在选

拔和培训基层劳动力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 

➢ 初步建成交叉培训、更新技能和再就业人才培训生态链，培育若干全国领先的数据分析培训组织和机构。 

➢ 数据人才培养环境进一步优化，将技能考核和工作实践相结合，聚集起一批高潜力的数据人才队伍。 

2.构建人才智库，持续增加大数据应用骨干 

打造连贯、系统、实用的知识图谱，在用大数据方法重构大数据学习上实现重大突破，在理论知识的完整联系、行业知

识和数据的跨越联系上取得积极进展。 

➢ 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规范优化，培养出的人才在企业中既有纵向参与和推进，又有横向对比和维护，

具备多学科、多领域的大数据综合能力，成为我国企业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骨干力量。 

➢ 选拔具备大数据应用骨干人才培训资质的社会教育机构，以旅游、医疗、交通、零售、传媒行业应用为课程导向，

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可视化、经济学等将通过在这些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    

➢ 构建人才智库，探索建立大数据人才能力评价体系，完善大数据人才的认定标准，为培养大数据领域创新型领军

人才创造条件，吸引海外大数据高层次人才。 

3.深化平台建设，扩大各领域数据专家群体规模 

组建跨学科的数据技术团队，建设集大数据实验室、案例、模型、算法代码编写和分享的平台。 

➢ 初步建成覆盖主要行业领域的案例库及根据案例为主的培训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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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通过培训获得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数据和分析能力课程体系，获得数据应用团队必须具备的技术及团队管理运

作能力。 

➢ 深入打造数据应用骨干向数据科学家的转换。在真实场景的实战环境中模拟打通行业数据壁垒案例，建模并做深

入的讨论学习，通过高参与性和相关性打通行业数据应用。 

4.发展微课程，提高公众个性化数据技能 

     通过微课程实现公众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微课程区别于网络教学视频和传统课堂录像，注重互动性、信息传播性和学习

的协作性，通过大数据微课程开拓学员多渠道发展途径，并探索新的数据人才培养课程模式。 

➢ 以数据分析思维、技术和应用为重点，专业性与普适性课程相补充，加快新技术、新领域、促进数据与应用融合课程的

研发力度，完善教育培训课程体系。 

➢ 通过与相关部委及知名企业合作优化组合行业教育培训资源，提高教育培训和考试的科技手段，建立拓展行业引导的人

才培训基地。 

➢ 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继续教育，构筑大数据从业人员和后备人才的终身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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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成立于 2008 年 4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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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协会。以数据分析师及数据分析师事务所等从事与数据分析行业相

关的团体与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数据分析行业组织。 

 

 
 

协会的宗旨： 

➢ 搭建专业平台，促进国内外同行及业界内外的交流； 

➢ 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市场；加强内外协调，监督行业自律； 

➢ 服务于会员和行业的市场需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 加强行业之间的协作，维护行业的正当有序竞争； 

➢ 积极推动数据分析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中国数据分析行业健康发展。 

 

协会的职能： 

推广行业、服务会员、监管行业。制定了“坚持吸纳高技术、高素养的分析师人才，打造国内顶尖的事务所精英团队”

的方针。 

 

协会的社会价值： 

协会目前已培养了几万名数据分析人才，建立数据分析师事务所百余家，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份，为 IT、金融、医疗、

零售、物流等领域的企业提供着决策支持服务。我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标准》把大数据人才培养工作

作为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关键步骤，为数据分析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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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大数据人才培养的发展情况或希望参与标准的升级版制定， 

敬请致电：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 市场处   

张老师：18612766693   

  010-59000991 / 59000339 转 637 

     企业 qq： 2853871717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信咨询： 

 

 

 

 

 

 

 

 

 

 

 

 

 

 

 

 

 

 

 

 

 

 

 

 

 

《中国大数据人才标准》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所有。 

如需引用，请与我会联系。未经授权，不得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