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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通过数据发现和可视化实现自助式商

务智能 
Aberdeen 集团之前针对商务智能 (BI) 进行的一项调研发现，企业要在

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传达给正确人员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
Aberdeen 在 2012 年 2 月进行的有关运营商务智能的一项研究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 Part 1: Driving Performance with Tactical 
Visibility》（运营智能 - 第一章：利用战术可视性提高绩效）表明，共

有 65% 的受访业务管理者正面临着决策期不断缩短的局面，也就是

说，从业务事件发生到他们做出相应响应之间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随

着许多公司也面临着需处理越来越多数据的局面，现在正是企业在分析
方面实现创新的好时机。本文利用了 Aberdeen 在 2011 年 3 月进行的

一项灵活商务智能调查，对多家企业的绩效进行评估，这些企业均为业

务用户提供了可视化工具，使业务用户能够轻松地自行探索数据，从而

获得新的洞察力。 

快速业务推动对可视化数据发现的需求 
对于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企业来说，推动分析项目的首要压力正

是不断增加或日益变化的管理信息需求（见图 1）。 

图 1：不断增加或日益变化的需求正是他们的首要压力 

 
资料来源：Aberdeen 集团，2011 年 3 月 

分析师观点 

Aberdeen 观点是分析师在对

研究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进

行概括总结后得出的见解。 

定义 

本文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

商务智能： 

√ 传统商务智能。虽然业务

管理者经常介入其中，但

是这种类型的商务智能主

要是由企业 IT 部门进行

控制、运行和交付。在很

多情况下，管理报表仅提

供静态数据视图，相关变

更和改进只能通过 IT 部

门进行。 

√ 可视化探索工具：一种功

能强大、具有高度交互性

的可视化工具，业务用户

可以使用该工具直接进行

信息操纵和探索。虽然还

是需要企业 IT 的支持，

但是大部分有关创建和访

问不同数据视图的工作都

落到了业务用户群体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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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半 (49%) 已使用这些工具的受访企业都认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一种压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对于那些没有使用这类型商务智能工具

的企业来说，这种压力的影响力只排在第三位。传统的商务智能解决方

案（通常是指管理报表）在更新标准化指标和关键绩效指标方面能够提

供非常高的效率。例如，医院每周接收的患者数量、交付给工厂的最新

零件数量和交货时间，月度销售数据额等数据都可以通过传统商务智能

高效地传递给相关人员。管理报表的专长在于能够快速有效地提供常规

信息。  

但是，对于无法预料的（通常也是紧急的）信息需求，预定义的报表无

法迅速响应。步调快速而且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推动了工具的采用，使

业务用户能够快速进行分析。 

可视化能够带来快速的数据访问 
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企业相对来说更需要（23% 相对 20%）近乎

实时的（在业务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之内）访问信息。但是更为重要的

是，业务用户能够及时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如图 2 所示，与其他用

户相比，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管理者能够更及时地访问所需信息

（高出 10%），进而对决策制定带来积极影响。 

图 2：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提供及时的信息访问 

 
资料来源：Aberdeen 集团，2011 年 3 月 

这是决定商务智能项目的有效性的关键评估标准。无论规模大小，商务

智能项目都必须让目标受益群体获得所需信息，否则这项投资就是失败

的。不仅如此，商务智能项目还须让目标受益群体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从而为决策制定带来积极的影响。无法及时获得关键信息其实和完全无

法获得信息没有区别。 

使用案例场景 

如果工厂需要的某些组件出

现迟延交付和短交会造成什

么后果？除非能够快速找到

备用供应商，否则工厂的生

产量将会受到威胁。管理者

需要快速搜索和分析不同的

潜在供货商，以便能够尽量

及时补足短缺量。在这种情

况下，可视化探索工具可以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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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使用企业 IT 资源 
可视化数据发现方式不仅能为业务管理者带来收益，对企业的 IT 部门

而言，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用户不但能

够更容易的及时获取所需信息，还能显著改善对稀缺 IT 资源的使用情

况（见图 3）。 

图 3：稀缺 IT 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 65% 

 

 
资料来源：Aberdeen 集团，2011 年 3 月 

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企业能够将每位涉及商务智能项目实施和开
发的全职 (FTE) 员工所支持的商务智能用户数量平均提高 65%（726 位
用户/ FTE 相对 440 位用户/ FTE）。在传统商务智能项目实施过程中，

经常可以看到 IT 员工或业务分析师花大量的时间不断地定制报表、修

改仪表盘以及响应临时信息请求。这是因为传统商务智能所提供的数据

视图大部分都是静态的。然而，如果业务用户需要静态报表以外的其他

信息，由于没有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将无法自己寻找所需信息。

这样一来，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向 IT 支持团队提出帮助请求，或者干

脆忽略不使用这些信息。因此，通过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为业务用户提

供自助式解决方案将能够把 IT 员工从源源不断的商务智能变更或改进

的支持请求中解放出来。 

然而，业务用户和企业 IT 部门之间频繁紧密的合作对于企业实现成功

还是非常必要的。80% 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公司表示上述紧密合

作依然存在。对于未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公司，只有 49% 的公

司表示他们的业务用户和 IT 部门之间存在频繁紧密的合作。基本上，

任何商务智能项目的成功都以可用数据作为基础。所以，再强大再直观

的自助式数据发现工具都必须与相应的高质量数据相联系，否则这些工

具将毫无用处。 

“和多数大型企业一样，我

们也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后

端处理工作，以实现信息方

面的自给自足。因此我们的

战略评估之一就是要弄清楚

我们如何能在不牺牲其他关

键目标的情况下，更快更好

的实现上述目标。” 

  ~ 哈雷戴维森                                         

       IT 经理  

     Jim K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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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启发 
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能够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不断变化和日益

苛刻的管理信息需求。因此，打算采用这类型软件的企业应将以下因素

纳入考虑： 

• 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高效提供正确的信息。

相比其他用户，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管理者能够更及时

地访问所需信息（高出 10%），进而对决策制定带来积极影

响。与无法提供互动（或只能提供有限互动）的传统静态报表

不同，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能够让用户自行探索信息，让管理

者无需任何协助便可找到无法预料的问题的答案。 

• 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能够实现自助式商务智能。业务用户能够

及时满足无法预料的信息需求，进而从中受益。企业 IT 部门

则受益于不再需要直接介入满足业务管理者的这类需求。因

此，为商务智能用户群体提供支持所需的 IT 人员将显著减

少。部署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企业可以使每位 IT 成员所能

够支持的商务智能用户数量提高 65%。 

• 业务部门和 IT 部门之间依然需要紧密的合作。要成功使用可

视化数据发现工具，IT 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需要频繁交

流，以确保业务部门的商务智能信息需求始终得以理解和满

足。与此同时，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个人计算机、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使得那些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们对计算机技术越来越熟

悉。但这种技术熟悉感并不表示用户能够掌握分析工具或具有

分析技能，实际上，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的企业能够更容

易的正式发展员工的分析技能，比其他企业高出三倍。这种教

育和培训能够为成功使用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打下基础。 

• 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能够促进企业 IT 部门的战略转型。由于

业务用户无法自行修改和优化报表，因此，负责商务智能实施

的技术员工常常会因为源源不断的修改和优化请求而分身乏

术。可视化数据发现工具提供的自助服务功能将为 IT 人员显

著减少这类工作负担，使企业 IT 职能能够立足于更具战略性的

角色，集中精力为业务管理人员提供更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许

多企业将此称为数据管理。在此前提下，企业 IT 部门的职责是

为业务用户提供各种简洁数据以供他们进行数据探索，并提供

正确的工具（以及相应的培训），然后让业务用户能够腾出更

多时间。虽然企业 IT 还是必须提供某些支持，但他们再也不

用涉及报表修改一类的工作。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本次研究或其他研究主题的信息，敬请访

问 www.aberdeen.com。 

 

 

“为管理者提供更具可视化

和交互性的工具意味着当管

理者灵感迸发的时候，他们

可以实实在在的做点儿什

么，而不是想着需要和 IT 

部门开个会。现在的会议有

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由于数

据不再是静态的，因此人们

可以在关键决策者和思想领

袖在场的时候与数据进行互

动，进而实时获得相关问题

的答案。 

~大型包装消费 

品制造商  

IT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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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Aberdeen 的研究已经帮助世界各地的公司发展成为同类最佳企业。Aberdeen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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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arte-Hanks 社区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分析。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利用强大的洞察力来提供创

新的多渠道营销计划，以此推动业务转变。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Aberdeen 网站 
http://www.aberdeen.com 或拨打电话 +1-617-854-5200。您也可以拨打电话 +1-800-456-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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