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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商业智能 
10 大趋势。
在过去几年中，数据已经成为组织的生命线。通过为业务用
户提供相关功能来利用数据力量的组织，往往可以获得竞争
优势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创新。这种变化导致商业智能
的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在组织内形成紧张对峙。控制力与敏
捷度、自助与管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IT 和业务部门
开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期最大限度发挥数据的作用。

接下来，局势将如何发展？
我们的专家已经为全球各地数十

万客户提供过服务； 我们对这

些专家的所想所见进行了收集。

以下是我们的预测。



现代商业智能成为新常态。
2016 年，各组织开始转向现代商业智能，以便能够让分析得到普及，使之不再是少
数人的专利。高德纳的 2016 商业智能魔力象限认为，“从以 IT 为中心的报告平台向
现代商业智能和分析平台过渡需要 10 年至 11 年以上的时间，而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
过程的临界点”。借助可信和可扩展的平台，各组织可以让分析师以外的人员也能够
探索受规管的数据，并利用自己的发现开展协作。进入 2017 年，无论是在全球性企
业还是在早期创业公司，现代商业智能都将成为头等要务。

延伸阅读： 

Modernize using the BI & Analytics Magic Quadrant（使用商业智能和分析魔力象限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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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gartner.com/rita-sallam/2016/07/22/modernize-using-bi-analytics-magic-quadrant
http://blogs.gartner.com/rita-sallam/2016/07/22/modernize-using-bi-analytics-magic-quadrant/


协作式分析从边缘进入核心。
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在商业分析领域，集思广益强于依靠个人才智。
由于受规管数据更加易于访问，而云技术可以实现便捷共享，协作式分析将在 2017 
年确立核心地位。这就意味着，信息单向流动的年代即将结束。依赖于静态 PDF 和 
PowerPoint 幻灯片的数据共享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将通过共享实时交互式工作
簿和数据源来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持。他们将在共享彼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迭代
来回答自己的问题。通过云和其他共享功能（例如电子邮件通知和订阅）来保持联
系。他们会将自己的仪表板嵌入其他企业应用程序中，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对其进行
使用。各种角色的人员都可以执行多种操作，例如使用仪表板上的数据，实施自己的
临时分析，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发现。 

延伸阅读： 

Tech ‘democratization’ seen fueling analytics boom（技术“大众化”为分析潮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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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atanami.com/2016/02/04/tech-democratization-seen-fueling-analytics-boom


一切数据趋于平等。
2017 年，数据的价值将不再受限于其级别或大小。
大数据和简单 Excel 电子表格之间的区别将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快速轻松地访问数据，并结合其
他类型的数据对其进行探索，从而回答业务问题、改善效
果。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中，商业智能的环境将逐渐发生改
变，人们将能够探索所有类型、形态和大小的数据，并通
过分享见解来影响决策。业务用户无需再担心自己的数据
是存储在 Hadoop、Redshift，还是某个 Excel 文件中。
无论有多少离散数据源，他们都将能够利用数据的力量。

延伸阅读： 
‘Big data’ is no longer enough: It's now all about 'fast data'（“大数据”已显不足：“

快数据”引领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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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73561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73561


自助分析扩展至数据准备。 

自助式数据发现已经成为标准，但数据准备依然没有走
出 IT 和数据专家群体。这种情况将在 2017 年改变。高德
纳认为“已经颠覆商业智能和分析市场的易用性和敏捷性
趋势同样会在数据集成领域呈现”。数据解析、JSON 和 
HTML 导入以及数据整理之类的普通数据准备任务无需
再分配给专家完成。不久之后，每个人都将能够在自己
的分析流程中处理此类任务。这将在数据规管方面带来
新的考量因素，但成功的 IT 团队已经在积极利用这一机
会。IT 为这种以自助式服务为目标的过渡提供指导，从而
确保整个组织都可以访问数据，并且人们可以在安全的数
据环境中工作。 

延伸阅读： 

Self-service data prep is the next big thing for BI（自助式数据准备将成为商业智

能领域的下一个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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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usinessanalytics.techtarget.com/feature/Embedded-BI-tools-need-to-be-put-in-their-proper-place
http://searchbusinessanalytics.techtarget.com/feature/Embedded-BI-tools-need-to-be-put-in-their-proper-place


得益于嵌入式商业智能， 
分析已经无处不在。
效果最好的分析是自然存在于工作流中的分析。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分析放到人们的
工作地点，并且常常将其嵌入其他业务应用程序（例如 Salesforce），而不是使用专
门的应用。2017 年，分析将得到普及，而市场则会希望分析能够让每个业务过程受
益。店员、呼叫中心工作人员、驾驶员等以前从未探索过数据的人员常常会因此获得
分析功能。嵌入式商业智能会扩大分析的影响范围，以至于人们甚至会在毫无意识的
情况下体验数据分析—类似于使用预测性分析在 Netfflix 上推荐电影，在 Pandora 上
推荐音乐。

延伸阅读： 

Embedded BI tools need to be put in their proper place（嵌入式商业智能工具需要各归其位）  

5

http://searchbusinessanalytics.techtarget.com/feature/Embedded-BI-tools-need-to-be-put-in-their-proper-place


IT 部门成为数据英雄。 
数十年来，为了回应业务部门的数据请求，为他们提
供支持，IT 部门承担着构建大量报告的繁重任务。
现在，IT 终于有机会打破这种循环，从制作者演变
为功能提供者。IT 掌控着以自助式服务为目标的大规
模转变过程。高德纳认为，在高效组织中，分析团队“与业
务部门合作，是业务部门信任的合作伙伴”。IT 为业务部门
提供创新所需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同时确保管控、数据安
全与合规。IT 部门提供的功能让组织可以根据瞬息万变的
业务及时做出数据驱动型决策，而 IT 部门因此成为塑造企
业未来的数据英雄。 

延伸阅读：Gartner makes it official: The age of self-service is upon us（高德纳正式

宣布：自助式分析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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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pside.tdwi.org/Articles/2016/02/17/Age-of-Self-Service.aspx?Page=1
https://upside.tdwi.org/Articles/2016/02/17/Age-of-Self-Service.aspx?Page=1


人们开始以更加自然 
的方式处理数据。
数据查看方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
用直观的拖放界面来取代脚本和数据透视表的技术。
在 2017，数据界面将开始变得更加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得益于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等方面的进步。自然语言界
面是商业智能工具箱中新增的一款利器。这些界面让人们
可以使用自然文字和语言与数据交互，让数据、图表和仪
表板更加易于操作。高德纳认为，“在从标准报告到数据
故事讲述的进化过程中，这就是下一个阶段”。虽然有人
对其持有合理的怀疑态度，但这个新领域仍然值得关注。

延伸阅读：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A revolution in business insight（自然语言生成：

商业见解领域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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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taversity.net/natural-language-generation-revolution-business-insight/
http://www.dataversity.net/natural-language-generation-revolution-business-insight/


向云端的过渡加速进行。
随着各种组织将自己的数据移至云端，“分析也应该在云端进行”将成为
主流意识。2017 年，数据重力将会促使企业将分析部署在自己数据所
在的位置。Amazon Redshift 之类的云数据仓库仍然会是广受欢迎的数据目的地，
云分析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普及。虽然很多组织仍然会部署云端和本地解决方案的
混合架构，云分析将会日益成为速度更快、可扩展性更高的解决方案。

延伸阅读： 

Data gravity pulls to the cloud（数据重力将用户拉向云端）

8

https://www.datanami.com/2016/05/16/data-gravity-pulls-cloud/


高级分析变得更加易于访问。 
业务用户在数据方面变得更加精明。高级分析变得更加易
于使用。2017 年，伴随高级分析成为业务用户的标准，
这两种现象将会合流。高级分析将不再被数据科学家和专
家垄断。业务用户已经在利用功能强大的分析函数，例如 
K 均值聚类和预测。2017 年，他们的分析技能组合将得到
进一步扩展。 

延伸阅读： 

2016 Advanced and Predictive Analytics Market Study（2016 年高级和预测

分析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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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rketwired.com/press-release/dresner-advisory-services-publishes-2016-advanced-predictive-analytics-market-study-2154253.htm
http://www.marketwired.com/press-release/dresner-advisory-services-publishes-2016-advanced-predictive-analytics-market-study-2154253.htm


数据素养成为未来的一项基础技能。
在 2016 年，领英将商业智能列为有利于求职的最热门技
能之一。2017 年，数据分析将成为各领域专业人员必不
可少的核心能力。与熟练操作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一样，掌握分析技能将成为职场的一项重要
要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高等教育和 K - 12 教育机构将
设置大量分析和数据课程。在工作场所，人们预计会使用
直观的商业智能平台来驱动每个水平的决策。

延伸阅读： 

Step aside, coding: Time for analytical thinking in big data（编码请走开：

现在是大数据分析思维的登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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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dgconnect.com/blog-abstract/18083/step-aside-coding-time-analytical-thinking-big-data
http://www.idgconnect.com/blog-abstract/18083/step-aside-coding-time-analytical-thinking-big-data


关于 Tableau
Tableau 帮助人们将数据转化为可以付诸行动的见解。借助无所不能的可视化分
析进行探索。只需点击几下即可构建仪表板，进行临时分析。与任何人共享自己
的工作成果，对公司发挥更大影响力。从全球性企业到早期初创企业和小企业，
使用 Tableau 来查看和理解数据的人无处不在。 

TABLEAU.COM/TRIAL

http://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