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数据文化的五个步骤

数据文化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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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文化
改变组织文化听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当考虑到许多组织在应对数据基础结构时已经面临的复杂问题，

让组织专门接受数据文化听起来可能更加艰难。但是，让组织接受数据文化是一种赋能，而不是胁迫。

 ´ 技术

数据解决方案从数据中挖掘意义并提

取见解，取代了以往与数据分析和可

视化相关的耗时的手动流程。你的数

据技术可以帮助你解读大量数据产生

的所有噪音，从而发掘数据的真正含

义并提供深入的见解。

 ´ 员工

组织仅仅依靠技术无法打造真正的数据文化。值得关注的是，技术能够帮助团

队成员进行创新。进行以数据为中心的文化转型需要组织集中力量帮助团队成

员（无论他们的角色或职能是什么），让他们能够获取所需的数据见解，从而

推动团队前进并取得更多成就。

Microsoft Power BI 是可扩展的统一自助分析平台，让所有用户都有能力且自

信地独立进行数据分析并轻松协作。

当组织将真正的数据文化分解为技术和人员这两个核心部分时，
接受它就变得容易多了。



数据文化成熟度路线图Microsoft Power Platform 4

适合所有人的数据文化
无论你的行业或总体组织目标如何，组织的各级员工都可以从发展完善的
数据文化中找到价值。

 ´ 每个人

团队成员访问大量应用和设备，以查找有效地完成工作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所需的数据。然而，在这些应用程序中访问

关键数据往往颇具挑战。员工可能会遇到权限限制，因而无法访问所需的数据。

真正的数据文化应该是这样的，个人只需单击一下，即可安全地访问数据并获取见解。无论员工身在何处，或通过什么

设备（无论是台式机、平板电脑还是移动设备）访问数据，员工都应获得无缝安全的访问体验。在数据文化的助力下，

你的员工将能够从战略方面利用数据完成更多工作。

 ´ 每个团队

协作是团队成功的基石。然而，许多团队都面临自己的数据孤岛，这使得他们无法跨团队访问数据，并导致协作中断。

这种团队之间的数据衔接不畅造成各个团队无法突破限制，导致每个团队都难以了解其他团队收集的数据。这样就会导

致组织的客户旅程缺乏连贯性。

统一数据访问以及实现跨团队数据访问可确保数据不再孤立存在。通过帮助团队轻松访问和处理相同的数据集，每个团

队都可以突破传统思维，进行创新。

 ´ 每个组织

随着团队成员从本地和远程位置访问数据，组织面临日益混合的环境。这意味着组织的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

无论用户和设备在哪里，组织都需要确保数据安全无虞。要打造数据文化，不仅需要用户赋能和协作，还需要建立适当

的数据解决方案和基础结构，以支持从任何位置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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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据驱动型组织
许多组织认识到需要更多的数据驱动型见解，以满
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期望。这种获得重要见解的需
求加快了组织接受数据文化的进程，并推动了数据
文化成熟度模型的进展。

混合和远程工作的增加也迫使许多组织重新
思考运营方式，接受最新的观念，制定最新
的流程，从而保持竞争力并跟上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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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化成熟度模型

所有组织都必须开始接受真正的数据文化。通过一系列步骤，组织可以从不使用数据分析发展为形成坚实的数据文化。

数据文化成熟度有五个渐进步骤 ：

1 级

犹豫不决者

在这个层面上，组织内的个人开始刚刚接触数据分析和可视化。他们开始了解 Power BI 等解决方案， 

并探索数据可视化工具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数据。

2 级

共享者

在这个阶段，数据文化开始超越个人层面。团队成员体验到了 Power BI 的优势，并希望与尚未体验 

Power BI 的其他团队成员共享报表和发现成果。现在，数据体验开始扩展到组织的其他方面。

3 级

协作者

在此阶段，整个团队都在使用 Power BI，并将自助数据报表纳入团队的标准运营中。团队获得了更深入

的数据见解，逐渐发展为一支更强大、更明智的团队。

5 级

数据文化接受者

这是任何组织最终的数据文化成熟度模型和目标。随着个人和团队使用报表和分析（包括标准化数据流程）

来推动数据驱动型决策，组织已成功接受了数据驱动型文化。

4 级

组织者

现在，数据分析和报表已成为一种标准实践，多个团队正在使用这些工具，以期开展更有条理的数据共享和

协作。结构和流程需要适用于对数据解决方案的运用，从而使其成为业务运营中高效且能够发挥作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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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icrosoft Power BI 易于调整的功能，业务用户可以快速自助获得所需的数据集
并构建自己的报表 ... 他们拥有这些数据集和报表并为其投入时间和精力，因而拥有完
全的控制权。

Microsoft 高级软件工程师

Microsoft Corporation

作为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设计者，Microsoft 希望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充分利用其技术，包括 Power BI。为了帮助 Microsoft 

团队获得 Power BI 的支持，企业 360 数据智能团队举办了培训活动，以帮助 Microsoft 合作伙伴团队了解如何放心地利用  

Power BI 进行更好的数据驱动决策。

客户的数据
文化之旅
让我们来看看包括 Microsoft 在内的几家组
织如何利用 Power BI 实现数据驱动型文化。

这次培训让 Microsoft 员工能够实现自助服务，而不是花几周时间等待数据智能

团队提供报表和调查结果，而数据和业务需求在这段时间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组织通过培训来指导团队成员如何主动创建自己的报表并直观展示数据需求。

Microsoft 团队成员发现，他们在个人

层面上能够通过 Power BI 从数据中获

得见解，因而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正在进行的工作中。

了解 Microsoft 如何通过 Power BI 为员工赋能。

https://www.microsoft.com/itshowcase/blog/analyzing-data-with-microsoft-powe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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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r Corporation

“借助 Power BI，我们可以自动制作 
90-95% 的报表。我发现，演示文
稿越来越美观，周转时间越来越短，
因为我们将报表功能下放到业务部门。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按需访问信息提
高工作效率，对数据进行切片和分割，
以便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Cerner Corporation 首席信息官

作为健康信息技术服务、设备和硬件供应商，Cerner Corporation 需要定期处理大量数据。该组织需要将这些信息从原

始数据转换为有价值的见解，以便客户能够为机构运营做出明智的决策，而临床医生可以做出数据驱动型决策，为智能

患者护理提供支持。

具体来说，Cerner 拥有大约 40 TB 的数据，他们希望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行见解。在 Excel 中手动查看数据，然后尝试

在 Excel 或 Tableau 中创建数据可视化效果的方法无法为他们提供客户所需的快速准确的见解。他们希望超越这些手动流

程，采用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这可以帮助他们处理整个组织的内部数据工作，并优化为客户提供的数据报表。

他们首先使用 Power BI 来满足内部数据需求。Cerner 开发了 Stratum 数据平台，作为帮助所有员工发掘数据潜能的中心

资源。他们使用 Power BI 作为此平台的数据扩展，以便高效地制作内部财务和运营数据报表。然后，Cerner 将使用内部

数据流程开发的内容应用于客户解决方案。通过为客户创建门诊评估仪表板，Cerner 能够自动提供评估报表，从而减少

制作报表所花的工作量和时间。

详细了解 Cerner 将 Power BI 作为新标准的实施情况。

https://mymbas.microsoft.com/sessions/8e0ef000-dc7b-456f-9d55-08c6b76b8613?source=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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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net, Inc.

Avnet 是一家电子元件分销商，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

凤凰城。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了分公司。Avnet 在全球拥有 125 家分支机构，员工队

伍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目前大约有 15,000 名员

工分布在各个分支机构。

在采用 Power BI 之前，Avnet 的所有日常报表都是在区

域级别完成，因此报表不够全面。不同的团队使用大量

不同格式的电子表格，并将这些电子表格存储在不同的

位置，造成团队难以访问，并且团队之间的协作受到限

制。公司在使用旧工具实现数据可视化时也遇到了障碍，

仅仅收集数据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创建仪表板实现数

据可视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Avnet 通过将以前的旧工具迁移到 Power BI 实现了数据

流程现代化。这为组织全面了解每日重要指标提供了一

个平台，同时将不同的电子表格替换为可以用几天或几

个小时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创建的可视化仪表板。

员工现在能够实现自助服务并构建自己的报表，从而减

少了 IT 人员以前为满足团队报表需求所花的时间，并帮

助员工快速获得见解。他们通过在 Microsoft Teams 中使

用 Power BI 应用，还帮助员工和团队之间实现了更深入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帮助 Avnet 向打造真正的自助式 BI 

文化的目标迈进。

详细了解 Avnet 如何利用 Power BI 来打造数据驱动型

文化。

https://mymbas.microsoft.com/sessions/0f379a7d-7564-415f-8562-2e2a4768cc84?source=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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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可为你的员工和团队提供支持，并最终帮助你

的整个组织有效、高效地做出数据驱动型决策。借助 

Power BI 的内置 AI 功能，你的组织可以获得数百种直

观的数据可视化效果，从而快速获取见解。借助高级 AI 

功能，Power BI 用户可以节约报表制作时间，并创建更

复杂的解决方案。

利用 Power BI 帮助你的员工更快地获得有价值的数据

见解，并进一步提高数据文化成熟度。

利用 Power BI 快速打造
数据文化

了解有关 Power BI 的更多信息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或了解 
Power BI 的实际应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
https://aka.ms/Contact-Power-BI-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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