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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效分析解决方案面临的挑战

要点

通过分析，您的企业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通过使用智慧分析解决方案推动实时业
务决策。

 识别并遵循根据事实和对替代方法客观
评估总结得出的 佳行动方针。

 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更自信地做出选择，
并且预测和塑造业务成果。

 通过信息支持企业转型。

探索 IBM 智慧的分析解
决方案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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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概念基于数学原理。虽然术语分析起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但是通常适用于通过数据来获取洞察力以制定更完善决
策的流程中。这些洞察力可通过仪表板或其他报告工具来呈现，
而将决策过程交由人类来完成。洞察力还可用于自动化决策管理
系统中。除了这两个极端用途之外，洞察力可用于决策支持功
能，作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协作流程的一份子。

近期， Nate Silver 等统计学家不断发表引人注目的预言，进而
使得分析成为当今新闻中的热门话题。例如，通过分析， Silver 
准确预测了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另外，计算机模型通
过使用分析，向气象学家发出了超级飓风 “ 桑迪 ” 所导致严重
后果的预警。在另一种应用环境中，分析可用来近乎实时地处理
股票市场中的交易，实现金融机构的开支缩减一半以上。

当今企业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由于在过去几十年间，收集数据的
能力急剧增长，因此企业负责人也日渐致力于寻找各种途径来应
用数据，以获取竞争优势。通过应用分析，您可以吸收、消化数
据和信息，随之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分析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各行业都面临着数据量的大规模
膨胀以及大量错失的商机，例如，由于零售商未能提供正确的产
品而导致错失大约 900 亿美元的销售额。此外，未妥善管理的
风险也呈现出问题，例如，每天在医疗保健行业中出现数亿美元
的欺诈案例。

以下各家公司证明了分析为其带来的收益：

 Best Buy 着重关注注册客户，通过分析其行为，使面向这些
客户的广告效率提升 8 - 10 倍，同时减少 5 - 7% 的开支
（创造商机）。1

 Alameda County Social Services 使用分析来管理公民权利，
辨别和避免欺诈行为，同时更好地管理案件，每年节约达 
2500 万美元 （减少欺诈）。2

 Red Eléctrica de España, S. A. 声称，由于其发电厂的使用情
况得到优化，每天可以节省 50000 - 100000 欧元（65000 - 
130000 美元）。3

 Netherlands Railways 声称，由于列车调度得到优化，每年
节省 2300 万欧元 （3000 万美元）。4

1  Best Buy 关于利用客户洞察力的证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8-Ooab7sz0
2  Alameda County Social Services 案例研究： 

ftp://public.dhe.ibm.com/software/solutions/soa/pdfs/IBMROICasestud
y_AlamedaCountySocialServ.pdf

3  Red Eléctrica de España, S. A.，案例研究： 

f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wsw14064usen/
WSW14064USEN.PDF

4  Netherlands Railways 案例研究： 

f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odc03170usen/
ODC03170USEN.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8-Ooab7sz0
ftp://public.dhe.ibm.com/software/solutions/soa/pdfs/IBMROICasestudy_AlamedaCountySocialServ.pdf
f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wsw14064usen/WSW14064USEN.PDF
f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odc03170usen/ODC03170USEN.PDF


分析可以使您的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可变性、将来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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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以及自己的客户。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您可以通
过优化业务流程、生产规划和人力资本来提升业务效
率，从而获取竞争优势。IBM 的分析方法是 “ 智慧分
析 ”。

当前趋势与挑战

目前所面临的趋势同样也会推动未来的分析发展，其中
包括：

 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可用性正在呈爆炸式
增长趋势。

通过 Web 应用程序、用户生成的内容和物理基础架
构设备收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这些类型的数据为使
用分析创造了商机。

 一致、可扩展且实用的分析平台正在不断涌现。

企业需要了解如何使用现有技能，来增加业务应用
程序和分析解决方案的覆盖面。

 优化整个企业中的系统，以部署分析解决方案。

分析可以成为 IT 主流工作负载，可推动企业的硬件
设计，提供扩展的商机以适应此工作负载。

分析的成功使用需要技能和先决条件的相互结合：

 数据必须存在且具有较高品质。

 必须明确业务流程和目标。

 企业必须保持灵活，允许根据分析结果采取行动。

 业务问题必须是可供您将其转换为模型的形式，以
便使用 新的分析技术来加以跟踪。

这种先决条件的组合引发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您如何在分析应用程序中有效使用不确定或不完整
的数据？

 如果决策系统的某个部分包含人员互动，那么您如
何设计有效的决策系统？

 您如何使分析在社会范围内和组织范围内被广泛接
受？

 您如何增加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以应用分析来解
决业务问题？

 需要筹备哪些学习工具、沙盒环境、教育和学术上
的伙伴关系，用于学生或其他人力资源培训？

 您如何使用更强大的工具来简化建模流程？您能否
利用更便于使用和部署分析的集成软件和硬件产品
服务，来定义统一的参考架构体系？

当今的企业需要采用定价合理、便于使用
且足够健全的分析解决方案，使用户可以
实现解决方案的价值。

IBM 提供一系列集成信息和分析功能组合，涉及软件、
硬件和服务。您可以部署这些功能，以充分利用所有的
数据源。

分析：有效利用所有信息

从可用数据中获取的洞察力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简单
的方式是，通过分析在简明的报告中提供数据，这样，
您可进行简单的查询，然后获取所需的答案， 终做出

佳决策。而 复杂的情况是，您可以通过分析方法来
收集、报告和消化可用数据，预测将来的趋势和事件。
然后，您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来决定接下来要采取的 佳
行动，如 图 1 中所示。

图 1   使用分析来预测可能的结果

分析技术的使用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描述性分析，提供有关业务及其环境的过去状态和
业绩的信息。它需要已存储 （例如，在数据库中）
的数据。因此，从定义角度来说，描述性分析可提
供过去的信息一览，即使该过去信息仅发生在一秒
钟之前。

描述性分析可提供已发生事件的常规报告和特殊报
告，帮助确认事件发生的内容、地点、频率以及数
量。 包含可执行个别查询的功能，能够就确切问题
进行调查。



 预测性分析，有助于有把握地预测 （基于数据和统 开发分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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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技术）接下来将发生的事件，以便您制定明智的
决策， 终改善业务成果。

预测性分析依赖历史数据、实时事件和警报。采用
统计分析和模拟模型来预测即将发生何种事件。

例如，利用此数据，您可以应用预测分析来执行以
下任务：

– 预测，即表述尚未观测到结果的事件的过程 

– 假设情况或场景的预测模型 

 规范性分析，为一系列复杂的目标、限制和选择事
件，提供高价值的替代行动或决策建议。优化用于
检验您如何能为特定情况取得 佳结果。如果缺乏
可行的方式来向人类专家展示信息的广度或者其复
杂性，以供这些专家制定决策，那么它可以一展身
手。随机优化可为您提供如何减轻或者避免不确定
风险的建议。因此，规范性分析会考虑将来所有可
能发生的结果及其各自的可行性。它会建议行动方
针，以便 大化预期的收益，并避免潜在的负面结
果。

除传统分析视图之外，新的数据源现已可用。这些新数
据源大部分为非结构化数据，例如图像数据、来自传感
器的信息或者人们在博客上发表的评论。此非结构化数
据给分析带来了挑战，因为必须对其加以理解之后才能
分析。以下是两个非结构化数据的示例：通过观看交通
视频来统计车辆数量或者从客户的博客评论中推断客户
的看法。

规范性预测层面需要加以扩展，以在不确定性下添加优
化功能，因为用于决策的数据可能不完整，甚至不准
确。另外，由于会实时获取大量数据，在数据到达时就
对其进行连续分析的功能已成为一种新需求。

计算领域的 新进展 （包括原始计算能力、算法和方
法）激发了对竞争分析解决方案的需求。就如同 
IBM WatsonTM Jeopardy 玩家所展示的，系统的原始
计算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没有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 新进展和基于数十年研究而构建的机器知
识库，根本无法取得此成果。

许多公司都应用 “ 智慧分析 ”，通常在行业解决方案
中称为业务分析和优化 (BAO)。这些解决方案可帮助
您更好地了解客户、提升实时洞察力、根据事实加速决
策，并提高组织协作能力与生产力。“ 智慧分析 ” 有
助于您识别并遵循 佳行动方针，这些行动方针是根据
事实和对替代方法的客观评估所制定的。通过实施
“ 智慧分析 ” 解决方案，您可以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
更自信地做出选择，并且预测和塑造业务成果。通过实
施 “ 智慧的分析 ” 解决方案，您可以更自信地做出选
择，并且可以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预测和塑造业务成
果。

“ 智慧分析 ” 使用信息来支持企业转型，并通过以下
工具创造可持续的差异优势：

 高级信息管理和分析服务

 深厚的行业知识和领域专业知识

 处理复杂业务所需的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

 跨整个实体价值链的社会商机

“ 智慧分析 ” 可助力制定决策。通过预测性洞察力、
智慧的技术和行业框架与加速器的组合提供情报，从而
优化决策并改善性能。并可提供坚实的信息和分析基
础。能够满足越来越仪器化、互联互通和更智能的环境
需求。能够满足越来越仪器化、互联互通和更智能的环
境需求。

IBM 智慧分析解决方案可帮助人们寻找到可信信息，以
便制定实时决策并自信地开展行动，交付更好的业务成
果。通过策划信息议程、掌握信息，并应用业务分析，
您可以充分掌握以下领域的知识：

 信息管理

 企业内容管理 (ECM)

 业务分析技术

 自信地理解、预测、规划和采取行动以优化业务成
果所需的专业知识



接下来：IBM 如何提供帮助  商业智能和绩效管理，通过及时访问、分析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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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多年来一直对分析领域进行投资，涉及研究和开发
支出的有机分析和采购的无机分析。除大型分析产品服
务组合之外，IBM 在分析领域还具有无可比拟的技能：

 全球分析解决方案中心 

 10000 余名技术分析专家

 9000 余名顾问，负责提供 IBM 分析解决方案 

 世界上私营行业中规模 大的数学系

 史无前例 (FOAK) 的突破性创新，包括 
IBM Watson 

IBM 智慧分析包括以下几个具有竞争力的方面，其中集
合了定义和推动 IBM 在不断发展的分析市场中的领导
地位所必需的关键技能：

 通过使用 IBM 智慧分析战略，您能够以更低的风
险和成本，更快速地实现业务目标。您可以定义并
改善辨别信息及采取相应措施的方式。该战略应用
于整个企业范围内并且深入到业务功能中，可在策
略、分析、业务流程、组织、应用程序和数据等多
个领域提供行动内容和行动方式。 

告切实可行、准确且个性化的信息，支持制定决策
和改善业绩。组织可以将战略转变为切实可行的预
测或计划、监控关键的财务指标和运营指标，并改
善洞察力、相应的操作， 终改善整个企业的绩效。 

 高级分析和优化，通过采用高级数学建模、深度计
算、模拟、数据分析和优化技术来提高运营效率，
从而改善组织绩效。通过使用分析引擎、数据挖掘
和统计模型来应对特定业务流程领域，从而实现运
营效率。

 企业信息管理，应用方法、技能和技术来处理企业
信息和主要数据的数据架构体系、提取、转换、移
动、存储、集成和监管操作。

 企业内容管理，包含用于改善非结构化内容的获
取、管理、存储、访问、保留和电子化搜寻操作的
服务、技术和流程。其专注于非结构化内容的管理，
以及通过改善信息管理、业务流程和高级分析，从
内容中提取价值。这些功能通过降低成本和推动效
率提升，有助于客户改善其业绩。 

此外，您可以从 IBM 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提供
的高级分析解决方案中获取大量经验。这组解决方案包
含设计、实施和管理 “ 智慧分析签名解决方案 ” 的服
务，并且可对您的业务需求提供任何支持。



更多信息资源  T.H. Davenport and J.G. Harris. Compet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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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文中的主题以及 IBM 智慧分析解决方案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Smarter Analytics: Making Better Decisions 
Faster with IBM Business Analytics and 
Optimization Solutions (REDP-4886)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
redp4886.html?Open

 Smarter Analytics: Driving Customer 
Interactions with the IBM Next Best Action 
Solution (REDP-4888)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
redp4888.html?Open

 IBM Smarter Analytics

http://www.ibm.com/analytics/us/en

 H.G. Courtney. “Making the most of 
uncertainty,” McKinsey Quarterly, November 
2001.

 H.G. Courtney, J. Kirkland, and S. P. 
Viguerie. “Strategy under Uncertainty,” 
McKinsey Quarterly, June 2000.

Analytics: The New Science of Winning,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March 2007.

 T.H. Davenport, J.G. Harris, R. Morison. 
Analytics at Work: Smarter Decisions, Better 
Resul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February 2010.

 H. J. Greenberg. “Representing uncertainty in 
decision support,” OR/MS Today, June 2007.

 Irv Lustig, Brenda Dietrich, Christer Johnson, 
and Christopher Dziekan. “The Analytics 
Journey,” Analytics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10

http://www.analytics-magazine.org/november-de
cember-2010/54-the-analytics-journey

 Analytics Magazine

http://www.analytics-magazine.org

 Interfaces Journal

http://interfaces.journal.informs.org

 OR/MS Today 

http://www.orms-today.org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redp4886.html?Open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redp4888.html?Open
http://www.ibm.com/analytics/us/en
http://www.analytics-magazine.org/november-december-2010/54-the-analytics-journey
http://www.analytics-magazine.org/
http://interfaces.journal.informs.org/
http://www.orms-today.org/
http://www.orms-to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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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包含的任何性能数据都是在受控环境中测得的。因此，在其他操作环境中
获得的数据可能会有明显的不同。有些测量可能是在开发级的系统上进行的，
因此不保证与一般可用系统上进行的测量结果相同。此外，有些测量是通过推
算而估计的，实际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档的用户应当验证其特定环境的
适用数据。

版权许可：

本信息包括源语言形式的样本应用程序，这些样本说明不同操作平台上的编程
方法。如果是为按照在编写样本程序的操作平台上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使用、经销或分发为目的，您可以任何形式对这些样本
程序进行复制、修改、分发，而无须向 IBM 付费。这些示例并未在所有条件下
作全面测试。因此，IBM 不能担保或暗示这些程序的可靠性、可维护性或功能。

商标
IBM、IBM 徽标和 ibm.com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 或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这些术语和
其他 IBM 已注册商标的术语在本信息中首次出
现时都使用适当的符号 （或）加以标记，以表
示在本信息发布时由 IBM 在美国注册或拥有的
普通法商标。这些商标也可能是在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注册商标或普通法商标。在 Web 地址
http://www.ibm.com/legal/copytrade.shtml
中包含了 IBM 商标的 新列表

以下术语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 或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

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IBM Watson™
IBM®
Redbooks®
Redbooks （徽标）

以下术语是其他公司的商标：

其他公司、产品或服务名称可能是其他公司的商标或服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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