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道门商业数据分析学院

1

C o u r s e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www.jiudaomen.com.cn



九道门商业数据分析学院

1

这个大纲，您可以将其看作是对数据分析师职业能力如何提升的一个解释，这是一个站在企业用人视

角下形成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个大纲，我们要解决下面这些问题：

1、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数据分析师？

2、九道门如何让学员获得企业需要的能力？

3、企业认可九道门学员的能力吗？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数据分析师？

参考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滴滴等大厂数据分析岗位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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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行业趋势和产品形态等角度，给业务方方向与业务模式

的建议

全面分析各项影响产品提升与增长的因素，各项业务细节，

结合业务方向，给出可落地的整体的产品优化方案

与产品、运营、研发等部门配合，推进优化方案落地执行，

带来业务的提升增长

独立完成复杂分析任务，善于运用各类数据分析技术，实施

深度数据诊断，推动产品化进程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课程解说】

九道门商业数据分析实训课是 2 个月的线下实训课，课程一共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

大数据分析
技术入门

第二阶段

大数据分析技术
商业管理应用

第三阶段

高级大数据分析
与经营问题解决

第四阶段

企业大数据分析
项目实操

01 02 03 04

大数据分析技术入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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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内容设计

与许多人的理解不同，数据分析师的工作并不是以编程为主，但确实需要利用编程实现数据分析目的。

数据分析工作对编程（Python/SQL）、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预处理、统计与人工智能算法有其独特

的要求，用中国古语总结一句话则为：不求甚解，但可举一反三。

虽然刚入门的数据分析师不需要像数据工程师或算法工程师一样，完全掌握如何设计和开发数据库、

数据仓库、数据质量控制与处理、可视化设计等关键技能，但对如何在项目中使用这些工具与技能，从而

解决商业问题还是有一定要求。因此，我们对学生在硬技能上的学习，重在使用，而不是开发。

第一阶段的课程在内容设计上，遵循了数据分析工作中最基本的技能要求，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能

将一位门外汉带入数据分析领域，能够快速的掌握为入门级数据分析师所需的基本技能，为后面的工作与

学习打好基础。完成这个阶段的课程后，学员在避开枯燥编程代码的环境下，轻松获得了数据分析师的工

作能力：为企业做绩效指标体系设计、对企业的经营现状可视化分析、逻辑化展现数据背后代表的意义，

即用数据为企业领导讲故事。

第一阶段实训
学员将获得

能为企业搭建一个可用的、高效的，供数据分析使用的数据仓库

能开展数据质量处理、数据预处理、数据入库等日常工作

能帮助企业设计、计算常见的指标体系

能在数据分析项目中与团队开展高效的合作

能利用常用的统计技术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能对数据分析项目，从理解业务需求开始，分解梳理数据分析的步骤与方法

能对企业的业务问题做出“现状分析”，并自信地讲述数据背后的的故事，指导
业务部门工作

能通过业务需求判断分析项目是“现状分析”、“原因分析”或“预测分析”中的哪一种，
从而设计想要的分析步骤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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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数据仓库设计、数
据入库、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
等技能的多样性人才，
性价比高

真正懂得数据分析并能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才

能与企业领导用数据
沟通业务问题的人才

雇用此阶段
九道门学员
企业将获得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大数据分析技术商业管理应用 二

实训内容设计

算法重要？还是编程重要？或者是业务知识重要？对此认知的不同将导致学习路径不同，甚至影响未

来职业的发展，错过升职加薪的机会。企业需要雇佣一个懂商业经营业务的数据分析师，而并非只懂技术

的编程人员。

数据分析师要以结构化的方式将企业营销管理（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指标体系的模式予以解释。我们

从这点出发，带动数据分析算法的实操训练，帮助学员从整个运营层面去看技术点的运用。这样，技术就

活了，在碰到真正的运营问题时，就能有条不紊地在结构化的思维框架里，用学到的数据分析算法探索真

相、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商业运营的核心是产品和顾客，它们组成了商业运营逻辑结构的中心，能用数据高效地实现 3 大分析

类型：“现状分析”、“原因分析”、“预测分析”，也就能理解支持企业通过发展产品和顾客，实现增

长战略的其他业务单元中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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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仓库管理应该如何提高效率？人力资源应该如何配置？学员必须掌握这个领域中最常见的分析

手法和相应的人工智能算法。

切记，手法 ≠ 算法。

如，新产品定价的分析手法已经发展了 50+年，技术更新多次，而算法只是为分析手法服务的，随着

分析手法不同，算法会跟着变化，有时甚至需要分析师自己设计算法。

第二阶段实训
学员将获得

6

能为任何企业做好竟品市场分析，收集相关数据，帮助企业决策

5

掌握产品生命周期曲线的 2 种常见算法拟合分析手法，能指导企业制定营销策略和战术

打法

4

掌握顾客价值的量化模型，帮助企业监控顾客变化、防止流失

3

掌握 5 种价格优化分析方法，针对不同企业的特点灵活应用

2

能看到企业在产品管理中的缺陷，通过数据分析找到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1
能设计供应链优化的算法模型，帮助 B2C 或 B2B 企业控制资金风险，提高经营效率

能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领导自信交谈业务中的问题（因为了解业务逻辑更系统更数据化）8 7

能实现顾客需求分析、成本分析、顾客需求转化设计需求、市场销量预估、定价策略分析等多种新产品设计数据分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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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的好参谋，而不
仅仅是个数据编程人员

拥有一个懂业务懂产品

懂技术的综合型人才

拥有一个能带团队，能

与各部门良好协作的管

理型人才

雇用此阶段
九道门学员

企业将获得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高级大数据分析与经营问题解决 三

实训内容设计

企业商业分析经常有“原因分析”和“预测分析”的数据分析项目。在前两个阶段，学员已经通过多

个项目反复练习，这个阶段将通过促销科学实验设计的项目，边练边学，完全掌握“原因分析”的步骤与

手法，同时能够运用预测模型去预测顾客需求，代替手动分析手法，提升“原因分析”中对于顾客倾向性

的分析效率。促销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最易于实现科学管理的领域，通过学习，学员能理解掌握“预测分析”

在企业经营各个方面是如何设计和分析应用的。

至此，学员彻底理解商业分析其实就是一个从：用 EDA 的方法开展现状分析；发现问题后执行原因

分析；找到原因后提出解决方案；提出方案之后对方案的结果进行预测和调优，这样一个分析的闭环。学

员全部掌握了商业分析的经典分析手法和思维逻辑，可以开始单飞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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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实训
学员将获得

能为企业开展包括促销在内的多种运营活动的策划，提供
科学实验设计、活动设计优化分析、顾客行为预测等

掌握 4 个以上常见的人工智能算法

深刻理解特征工程在算法设计中的重要地位，掌握部分

特征工程的设计和处理方法与思路

能独立判断在一个数据分析项目中具体哪个部分需要用

到哪个算法来实现

能通过数据分析，用铁一
般的事实说服管理人员不
断优化绩效，逐步建立起
企业数据分析的文化

能够拥有一个全能的人才，不仅

仅为企业数据方面负责，同时能

够为运营部门提供可靠的信息

一个具备了数据科学
家素养的数据分析师

雇用此阶段
九道门学员

企业将获得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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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数据分析项目实操 四

实训内容设计

在正式入职前，学员必须要经过一个真实企业数据分析项目的锻炼，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提升数据分析

水平，才能建立起一个从学习过程到工作过程之间的桥梁。企业为了给自己培养数据分析人才，向九道门

的学员提供真实的数据分析项目，学员从咨询开始接受项目、分析梳理项目、找到源数据、清洗数据、建

立数据仓库、执行数据分析、设计算法、输出结果、甚至需要搭建系统、向项目外包方企业汇报最后的分

析结果、提出建议。炼狱一般的经历，熬过来了，学员入职以后接受企业数据分析项目就易如反掌。

第四阶段实训
学员将获得

系统灵活地运用了前 3 个阶段全部的技术为企业解决

产品、顾客、供应链等不同的问题

成长为一个咨询师

能独立完成一个复杂的数据分析项目，并获得领导的信任

一个具备了咨询思维、分
析思维，自信的真正意义
上的商业数据分析师

拥有一个值得信赖，为企业

解决问题的人

一个知道如何以为企
业盈利为目标而工作
的人

雇用此阶段
九道门学员

企业将获得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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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1

2

3

4

5

6

MBA 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同时重视学生的自我完善与提升

互动式教学，让学生深度参与其中，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注重职场软性技能的培养

入驻企业实战，搭建学习到就业的桥梁，让你的项目经验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不急于就业同学可在九道门实习，积攒更多项目经验

通过案例与沙盘深入了解行业运营规律，全程市场项目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全程企业真实数据实操，每一个案例和项目都具备参考价值，杜绝脱敏数据假象

【项目带头人】

九道门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培养优秀数据分析师

企业全程参与学生阶段性成长测评，以结果为导向，从职业能力角度搭建课程体系

7

8

专业导师一对一就业指导，直至成功就业

9
10

8

九道门往期所有毕业学员可加入赵强教授私人群，与国内外数据分析师交流学习，资源共享

参观名企，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与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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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本身看

九道门商业数据分析学院（简称：九道门）隶属于杭州决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决明数据科技），

主要承担商业数据分析教育服务板块，目前已是加拿大舒立克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中国区合作伙伴、阿里

云大数据分析应用教育内容供应商、杭州市余杭区千里马人才服务驿站。涉及业务有企业数字转型及新经

济课程开发及培训、高校各专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师资研修课程开发及培训、分析思维线上课程及实验、商

业数据分析实训课程开发及人才培养。

从企业关系看

九道门所属的决明数据科技，目前已被评为杭州市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商业数据分析咨

询服务的公司，数据咨询项目涉猎金融、教育、零售等行业，目前已为贵州茅台、安徽电网、协鑫光伏、

瀚蓝环境、风雪户外、贝丝微尔等几十家知名企业进行商业数据分析咨询及人才培训服务，通过数据为客

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服务于企业。同时也受到了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的重视，被授牌成为“余杭区千里马”驿

站企业，承担着为余杭区人才引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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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员能力提升看

每位学员在入学第一天，都要对照数据分析岗位能力需求做一个自己能力测评的雷达图，很明显看出

自己与真正数据分析师的距离还有多远，2 个月学习结束后再次做一个能力测评雷达图，两张图对比，学

员能力提升一目了然。

VS

将“教育本身”与“企业关系”两者融合，九道门既懂教育，又懂企业，再结合学员的能力提升结果

显示，足以证明，九道门从企业用人的能力角度出发，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且能用数据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的商业数据分析师。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5867137303（同微信）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余之城 1 栋 1015

网址：www.jiudaomen.com.cn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http://www.jiudaome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