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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概述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



数据分析概述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
制造战机时，需要考虑装甲。但是盔甲很重。较重的飞机

速度较慢，燃油效率较低。没有足够的护甲和太多的护甲都是
问题。因此，沃尔德被指派计算最佳数量。他收到了来自整个
欧洲的参战飞机数据。工程师们注意到战斗中的飞机在机身和
机翼上的弹孔数量相比较多——他们得出结论，这些区域需要加
强。

但沃尔德知道，有时“最重要的数据是你没有的数据”。

沃尔德看到最重要的数据是回答“不回来的飞机在哪里被击中
？”这个问题的数据。

沃尔德得出的结论是，被射击次数较少的区域需要最多的
装甲。因此挽救了无数飞行机组人员的生命。

亚伯拉罕.沃尔德是匈牙利数学家，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 (US) 工作。

https://medium.com/@penguinpress/an-excerpt-from-how-not-to-be-wrong-by-jordan-ellenberg-664e708cfc3d


数据分析概述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
约翰·斯诺博士是一位英国医生，在斯诺生活的年代，对霍

乱的起因的主流意见是空气污染论。他1849年开始通过他的论
文——《霍乱传递方式研究》（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宣传他的理论，并于1855年出版
了第二版。在第二版中，他详细介绍了1854年英国伦敦西敏市

霍乱爆发时水源在病菌传播中所起的媒介作用。他通过与当地
居民交流和仔细分析，将污染源锁定在布劳德大街（现布劳维
克大街）的公用抽水机上。虽然通过化学分析及显微镜观察抽
水机水源样本并未得出确凿的结论，但是他对霍乱传播方式研
究却足以令人信服，并成功说服当地市政将抽水机手柄移走。
各大报纸将其视为霍乱病的终结，然而根据斯诺自己的解释，
霍乱发病率在此前可能已经大幅度下降。接下来，斯诺使用一
张地图来阐明霍乱是如何集中于抽水机旁的。他同时将统计学
应用于其对于水质和霍乱个案联系的研究中。他表示，正是因
为公司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部分取水，导致了霍乱发病率的提
高。约翰·斯诺（John Snow

，1813年3月15日－
1858年6月16日），英
国内科医生,被誉为“流
行病学之父（Father of 

epidemiology）”



数据分析概述

例如迈阿密戴德郡的 35 岁以下女性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里
有如何覆盖她们的方式。”因此，奥巴马竞选团队在一些非
传统节目中购买了广告，例如 4 月 23 日的电视剧《混乱之
子》、《行尸走肉》和《23 号公寓的坏女孩》。芝加哥总部
称，在电视平台上，2012 年的广告购买效率较 2008 年提升
了 14%。
在选战过程中，奥巴马的18人电邮小组测试了一万多种不同
版本的电邮讯息。甚至，他们针对单一电邮，发出18个不同
版本的邮件，每个版本都附上不同的主旨，以测试哪一种最
有效。结果最成功的标题是“对手经费快超前了”，总共募
到2673278美元；表现最差的是“民调说中了一件事……”，
只募得403603美元。
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阵营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目标选民
及催票计划获得卓越成效；以数据为基础的募款活动更是创
造出非凡成果，总共募得11.23亿美元的选举经费，其中有6
亿9千万美元来自440万民众的线上捐款。

2012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异常激烈，奥巴马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花了不到3亿美元，而罗姆尼却花了近4亿美
元，但最终还是奥巴马赢得选举，打破了没有一名美国总统能够在全国失业率高于7.4%的情况下连任成功的
惯例。在奥巴马获胜几小时后，《时代》杂志就刊发报道，认为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团队的大数据战略功不
可没。大规模与深入的数据挖掘，帮助奥巴马在获取有效选民、投放广告、募集资金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奥
巴马竞选团队表示，大数据是能够击败罗姆尼的一个大优势！



数据分析概述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在 2000 年代初期，奥克兰运动队的招募预算

非常少，球队无法招募到优秀的球员。至少，
他们不能招募任何其他球队认为优秀的球员。
因此，总经理比利·比恩挖角并重用保罗·德波

德斯塔，使用其他球队忽略的比赛统计数据来
预测球员潜力，并以少许经费组建一支强大的
球队。
2002年用统计分析分派球员上场，帮助奥克
兰队实现破纪录的20连胜并进入季后赛。作

者迈克尔刘易斯写了一本关于这种现象的书《
点球成金—逆境中致胜的智慧》 ，这催生了一
部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点球成金》 。

保罗·德波德斯塔比利·比恩



数据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多维性和描述性。有些几何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的数据之间存在的关
系，并绘制出统计信息图，以更简洁的解释这些数据中包含的主要信息。其他一些用于收集数据，以便弄清哪
些是同质的，从而更好地了解数据。 数据分析可以处理大量数据，并确定这些数据最有用的部分。
--维基百科

数据分析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将它们加以汇总和理解并消化，以求最
大化地开发数据的功能，发挥数据的作用。 --百度百科

到2022年，90%的企业战略都将阐明，信息是关键性的企业资产，分析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高德纳

数据分析概述

什么是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类型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

指导性性分析旨在在给定各种选择的情况下找到最佳行动方案，将数据转化为行动。

利用类似的建模结构来预测结果，然后结合机器学习、业务规则、人工智能和算法来模拟实现这些众多结果的各

种方法。然后，它会建议优化业务实践的最佳可行措施。如博弈机器人、量化交易策略等。

大数据分析有四种主要类型。

•描述性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分析，可让您了解

发生了什么以及何时发生。

•诊断分析通过识别可用数据中的模式和关系

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和方式。

•预测分析使用历史数据来发现模式并预测未

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指导性分析提供了关于哪些方面应该做得更

好的具体建议。



数据分析过程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数据分析过程的介绍：

1.定义分析背后的问题或目标：你想发现什么？

2.收集正确的数据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

3.执行数据清理/数据整理以提高数据质量并为分析和解释做好准备——将数据转换为正确的格式、删除

不必要的数据、纠正拼写错误等。

4.使用Excel或Google Sheets处理数据。这可能包括绘制数据、创建数据透视表等。

5.使用统计工具分析和解释数据（即寻找相关性、趋势、异常值等）。

6.以有意义的方式呈现这些数据：图形、可视化、图表、表格等。数据分析师可能会将他们的发现报告

给项目经理、部门主管和高级业务主管，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并发现模式和趋势。

7.得出结论：通过从各个角度挖掘数据，获得可行的见解并做出基于数据的决策。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代表我们每天可用的海量数据——由计算机、移动设备和电子传感器产生的 zettabytes 级别的数据。借

助这些数据，公司可以做出决策、改进流程和指导方针，并开发以客户为导向的产品、服务和体验。大数据之
所以被称为“大”，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还因为其性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https://www.sap.com/germany/insights/what-is-big-data.html?campaigncode=CRM-DE21-PPC-PLTSACN&source=ppc-meedach-GOO-261735388---&DFA=1&gclid=CjwKCAjw-

ZCKBhBkEiwAM4qfF4g6FZzaPTbHP-oM1gIcNCpbAx0MCLBwwFj1B8aHbL5rSYZzTt349hoCU4wQAvD_BwE&gclsrc=aw.ds

大数据的真正价值是通过您分析和理解数据的能力来衡量的。

作家兼管理分析师杰弗里·摩尔 (Geoffrey Moore) 恰当地指出：“如果没有对大数据的分析，公司就会失明、失
聪，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鹿一样在互联网上徘徊。”

大数据通常满足以下五个特征 体积速度种类真实性价值



大数据分析概述

大数据分析是在传统数据管理技术和工具无法发现的海量数据集中寻找模式、趋势和关系的过程。
https://www.altexsoft.com/blog/big-data-analytics-explained/

什么是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研究大量数据以发现可帮助公司做出明智业务决策的信息（例如隐藏模式、相关性、市场趋势和
客户偏好）的过程。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de/definition/Big-Data-Analytics

大数据分析是高级分析的一种形式，它是具有强大分析系统支持的预测模型、统计算法和假设分析等元素的复
杂应用程序。

没有包含大数据分析的单一技术；它是通过多个过程执行的。最重要的包括机器学习、数据管理、数据挖掘、
Hadoop、内存分析、预测分析和文本挖掘。
https://compamind.de/knowhow/big-data-analytics/

大数据分析利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来分析真正的大数据集，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来自各种来
源，大小从 TB 到 Zettabytes。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针对海量、多样的大数据集使用先进的分析技术，这些数据集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来源，大小从TB到zettabytes不等。 --IBM

https://compamind.de/sap-predictive-analytics/


大数据分析过程



相关术语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识别和发现大型数据集中隐藏模式和信息的系统和顺序过程。它也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
发现。自 1990 年代以来，它一直是一个流行词
数据分析——另一方面，数据分析是数据挖掘的超集，涉及数据的提取、清理、转换、建模和可视化，旨在
发现有助于得出结论和做出决策的有意义和有用的信息。数据分析作为一个过程自 1960 年代以来一直存在
。 https://www.upgrad.com/blog/data-mining-vs-data-analytics/

从广义上讲，数据分析技术和技巧为公司提供了一种分析数据集和收集新信息的方法。

大数据分析是一种高级分析形式，包括复杂的应用程序，其中包含分析系统支持的预测建模、统计算法和
假设分析等元素。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de/definition/Big-Data-Analytics

数据科学是基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的
跨学科知识，从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信息和见解
。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de/definition/Advanced-Analytics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de/definition/Predictive-Modelling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what-is-data-science/


技术成熟度曲线

虽然热度降低了，但是除去泡沫后，发展将更加健康！



相关术语趋势



岗位对比



它们的关系

https://www3.cs.stonybrook.edu/~has/CSE545/Slides-2016/1.9_1.pdf



石溪大学的大数据分析课程

石溪大学（英语：Stony Brook 

University，缩写：SBU），又名纽约州
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缩写：
SUNY SB），是一所成立于1957年的

纽约州州立大学，被诸多公开出版物列
于纽约州最顶尖的公立大学之一[2][3]。

石溪大学是全美权威的美国大学协会（
AAU）62个成员之一，排名位列美国前
40名公立研究型大学[4]，同时也是全球
前1%的大学。（2021年排373，相比较
南昌大学的排名是778）



我们的课程

• 数据统计

• 数据可视化

• 科学计算

• 数据处理

• 机器学习

• 特征工程

• 项目实战

前置知识要求：
• 熟悉python基本语法
• 微积分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和统计学
• 熟悉python开发工具，如PyCharm、Jupyter Notebook等

由于时间的原因，本次课程不涵盖分布式计算



如何学习本课程

远离炒作：分析工作获得成功，需要艰苦的工作。



数据分析概述

What they are & why they matter
上课需要准备什么？

✓一台笔记本电脑

✓安装python3.6及以上版本

✓安装工具包numpy、pandas、 SciPy、SciKit-Learn、matplotlib

、Seaborn

✓安装python的可视化环境，我们建议使用JetBrains PyCharm（开

源版本)或jupyter notebook



pandas
主讲人：黄国甫



pandas

● Panel Data System（面板数据系统）

● Python数据结构和数据分析库

● 开源, BSD-licensed

●建立在NumPy，SciPy，某种程度上matplotlib之上

● 主要的组件

○ Series

○ DataFrame

PANDAS的几个特征



pandas

NumPy：Python语言中用于科学计算的基本的软件包。

SciPy ：是一个基于Python的 数学、科学和工程都开源软
件生态系统。
Matplotlib：是一个基于python的2维绘图库。
BSD：是一个给于使用者很大自由的开源协议，BSD 代码
鼓励代码共享，但需要尊重代码作者的著作权。

术语



pandas

●转换数据

●清洗数据

●分析数据

●建模数据

●将分析结果组织成表格适用于绘图或表格显示

PANDAS的目标



pandas

#声明pandas包引用
import pandas as pd



数据结构

●类似于一维数组的对象，包含数据和标签

●有多种方法创建Series

Series



数据结构

●series 的索引（index） 可以在创建的时候设定

● 可以通过单个索引参数获取单个值

●可以通过多个索引参数获取多个值

设定索引的Series



数据结构

●过滤

●像Numpy类型一样操作数据

Series操作



数据结构

●Pandas 允许不完整的数据

Series – 不完整数据（缺失数据）



数据结构

⚫ 类似表格的数据结构，包含一个或多个列

⚫ 拥有行索引和列索引

⚫ 可以被看做是由Series组成的dict（字典，python对象）

DataFrame



数据结构

⚫ 由等长list组成的dict创建。

DataFrame – 创建



数据结构

⚫ 由dicts组成的dict创建。

DataFrame – 创建



数据结构

⚫ 重新设置索引，将返回新的对象。

DataFrame – 重设索引



数据结构

⚫ 重新设置索引，将返回新的对象。

DataFrame – 重设索引



pandas

#读取csv文件
df = 

pd.read_csv("C:/data/nd/AirPassengers.c

sv")



pandas

#读取其他格式
df = 

pd.read_excel('myfile.xlsx',sheet_name=

'Sheet1', index_col=None, 

na_values=['NA'])



pandas

#读取数据库
db = pymysql.connect("localhost", "root", 

"cloudera", "test")

sql = " SELECT  deploy_date,count(*) ct

FROM ods_job_deploy_post "

df = pd.read_sql(sql, db);

前提条件：mysql数据库服务器，pymysql包



pandas

#查看数据
df.head()



练习

42

✓尝试读取前10, 20, 50 行记录;

✓请猜下，要读取最后几行要用什么函数;              提示:



Data Frame 数据类型

Pandas Type Native Python Type Description

object string 最通用的数据类型，字符串

int64 int 整型数字。64是指分配给保
存该数据的内存

float64 float 带小数的数字。

datetime64, timedelta[ns] N/A (but see 
the datetime module in 
Python’s standard library)

用于存储时间数据的值

43

http://doc.python.org/2/library/datetime.html


In [4]:

Data Frame 数据类型

44

#查看特点字段的类型
df['salary'].dtype

Out[4]: dtype('int64')

In [5]:#查看Data Frame 中所有字段的类型
df.dtypes

Out[4]: rank             

discipline  

phd

service      

sex              

salary         

dtype: object

object

object

int64

int64

object

int64



Data Frames 属性

45

属性 描述

dtypes 列出所有字段的类型

columns 列出所有字段名称

axes 列出行信息与所有字段名称

ndim 维度数量

size 大小：行数*维度数

shape 返回表示行数和维度数的元组

values numpy 格式数据



练习

46

✓获取df的行数;

✓获取df的表格数（一行中的一个字段为一个表格）

✓获取df中的字段名称

✓获取df中各字段的类型



Data Frames 方法

47

方法 描述

head( [n] ), tail( [n] ) 前/后 n 行

describe() 生成描述性统计数据(只展示数值型字段)

Info() 查看基本信息，字段信息和行数

max(), min() 返回 最大/最小 值，从所有的数值型字段中

mean(), median() 返回 平均/中位数 值，从所有的数值型字段中

std() 标准差

sample([n]) 随机返回n个数据

dropna() 返回删除包含空数据后的data frame

所有的函数和方法都可以用dir() 函数列出: dir(df)



练习

48

✓获取数据集中数值列的摘要

✓计算所有数值列的标准差;

✓数据集中前50条记录的平均值是多少?   提示: 用 head() 方法 获得前50条

记录的子数据集，然后再计算平均值



Data Frame选择列

方法1:   使用列名对Data Frame进行子集化:

df['sex']

方法 2:   使用列名作为属性使用:

df.sex

注意: 当列名和data frames 原有的属性同名时，如rank 、size什么的，就要用
方法1.

49



Data Frame列

列出某字段值和对应数量:

df['#Passengers'].value_counts()

50



练习

51

✓获取salary 列的基本统计信息;

✓计算salary 列有多少个值 (使用 count 方法);

✓计算salary列的平均值;



Data Frames groupby 方法

52

使用 “group by” 方法可以:

• 根据一定的规范，对数据进行分组
• 计算每个分组的统计信息

In [ ]:#用rank字段分组
df_rank = df.groupby(['rank'])

In [ ]:#计算每个分组的数字字段均值
df_rank.mean()



Data Frames groupb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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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by 对象创建后，我们可以计算各个分组的统计信息

In [ ]:#计算每个rank分组平均薪酬:

df.groupby('rank')[['salary']].mean()

注意: 单个中括号中引入列名(如salary), 输出的是Pandas Series 对象. 两个中括号输出的是Data 

Frame对象。



Data Frames groupb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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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by 性能注意事项:

- 实际的分组处理并不会发生，除非有被用到. 创建groupby 对象只是验证
语法
- 分组的关键词（字段）默认会排序，如果不希望排序，可以增加参数
sort=False ，用于提升速度:

In [ ]:#计算salary均值，基于rank分组:

df.groupby(['rank'], sort=False)[['salary']].mean()



Data Frame: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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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数据的子集，可以通过应用布尔值得索引. 这种索引也叫过滤器.  例
如获取salary>120000的子集: 

In [ ]:df_sub = df[ df['salary'] > 120000 ]

In [ ]:#查询性别为女的数据:

df_f = df[ df['sex'] == 'Female' ]

任何布尔值操作都可以用于过滤器: 

>    ;     >=  ;

<    ;           <=  ;

==  ;        !=  ;    &  ;  |   ;



Data Frames: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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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rame子集的形式:

• 一个或多个字段
• 一行或多行
• 行或字段的子集

可以通过名称或位置选择行和字段



Data Frames: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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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一列时，可以使用一对中括号，但结果对象将是一个Series(不是
DataFrame): 

In [ ]:df['salary']

用两个中括号选择多个列，得到的是DataFrame 类型的对象:

In [ ]:df[['rank','salary']]



Data Frames: 选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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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行范围，我们可以使用":" 

In [ ]:#通过位置选择行:

df[10:20]

请注意，第一行的位置为0，范围中的最后一个值被忽略:

因此，对于0:10范围，返回前10行，位置以0开始，以9结束



Data Frames： loc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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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需要选择一系列行，使用它们的列名，我们可以使用方法loc :

In [ ]:df_sub.loc[10:20,['rank','sex','salary']]

Out[ ]:



Data Frames: iloc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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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需要选择一系列行和/或列，使用它们的位置，我们可以使用iloc方
法:

In [ ]:df_sub.iloc[10:20,[0, 3, 4, 5]]

Out[ ]:



Data Frames: iloc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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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iloc[0]  # 第一行
df.iloc[i]  #(i+1)行
df.iloc[-1] # 最后一行

df.iloc[:, 0]  # 第一列
df.iloc[:, -1] # 最后一列

df.iloc[0:7]       #前7行
df.iloc[:, 0:2]    #前2列
df.iloc[1:3, 0:2]  #2-3行，前2列
df.iloc[[0,5], [1,3]]  #第1、6行，2、4列



Data Frames: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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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列中的值对数据进行排序。默认情况下，排序将以升序进行，
并返回一个新的data frame。

In [ ]:df_sorted = df.sort_values( by ='service')

df_sorted.head()

Out[ ]:



Data Frames: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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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按多列排序:

In [ ]:df_sorted = df.sort_values( by =['service', 'salary'], ascending = [True, False])

df_sorted.head(10)

Out[ ]:



Data Frames: 分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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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结合排序:

In [ ]:train_df[['Pclass', 'Survived']].groupby(['Pclass'], 

as_index=False).mean().sort_values(by='Survived', ascending=False)

Out[ ]:



Data Frames: 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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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列去重:

In [ ]:train.OverallQual.unique()

Out[ ]:



缺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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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数据被标记为NaN

In [ ]:# 读取缺失数据
flights = pd.read_csv("http://rcs.bu.edu/examples/python/data_analysis/flights.csv")

In [ ]:# 查询包含缺失值的数据
flights[flights.isnull().any(axis=1)].head()

Out[ ]:



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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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rame中处理缺失值的函数:

函数 描述

dropna() 删除包含缺失值得行

dropna(how='all') 删除各列都是空的行

dropna(axis=1, 
how='all')

删除列，如果列中所有数据都是空

dropna(thresh = 5) 删除行，其中至少有5个缺失值

fillna(0) 所有缺失值填充为0

isnull() 如果值为空返回True

notnull() 如果不是空，返回True



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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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数据求和时，缺失值将被视为零
• 如果所有值都丢失，总和将等于NaN

• cumsum() 和 cumprod()方法忽略缺失的值，但将它们保留在结果数组中
• 缺失值在GroupBy 函数中，是被排除在外的
• 许多描述性统计方法有 skipna 参数，用于控制是否包括缺失值 . 该值默认

为True



聚合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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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计算每个组的汇总统计信息, 例如
• 计算组的和或平均值
• 计算组队 sizes/counts （大小和记录数）

常见聚合函数:

min, max

count, sum, prod（计数、求和、乘积）
mean, median, mode, mad（均值、中位数、最常见数、与均值的平均距
离）
std, var（标准差、方差）



聚合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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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计算多列的统计信息，可以用agg()函数

In [ ]:flights[['dep_delay','arr_delay']].agg(['min','mean','max'])

Out[ ]:



基本描述性统计
函数 描述

describe 基本统计(count, mean, std, min, quantiles, max)

min, max 最大最小值

mean, median, mode 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var, std 方差、标准差

sem 平均值的标准差

skew 样本偏斜度

kurt 峭度（峰度）

quantiles：特定位置的值 Sem：

标准误差(SE)，有时被称为平均值的标准误差(SEM)，是一种统计量，对应于抽样分布相对于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基本描述性统计

偏度

http://web.ipac.caltech.edu/staff/fmasci/home/astro_refs/SkewStatSignif.pdf

峰度



pandas

数据合并方法一：concat

In [ ]:combine = [train_df, test_df]

df = pd.concat(combine)

Out[ ]:



pandas

数据合并方法二： append

In [ ]:data = train.append(test)

Out[ ]:



pandas

查看非数值型字段：

In [ ]:categoricals = train.select_dtypes(exclude=[np.number])

Out[ ]:



pandas

相关性查看：

In [ ]:corrmat = df.corr()

hh=train2.columns[(corrmat['SalePrice']>0.2)|(corrmat['SalePrice']<-0.1)] 

Out[ ]:



删除数据

删除列：

In [ ]:drop_cloumns = ['Alley','MiscFeature','PoolQC’]

df = df.drop(drop_cloumns,axis=1)



删除数据

删除行：

In [ ]:df = df.drop([1,2,3],axis=0)



修改数据

df['newc']=3
直接赋值：



修改数据

mapping = {'Mlle': 'Miss', 

'Ms': 'Miss', 

'Countess': 'Royal', 

'Dona': 'Royal'}

df.replace({'Title': mapping}, 

inplace=True)

替换赋值：



修改数据

df['Title'] = df.Name.str.extract(' ([A-Za-z]+)\.', 

expand=False)

正则表达式赋值：



修改数据

df_all['haspool'] = df_all['PoolArea'].apply(lambda 

x: 1 if x > 0 else 0)

Lambda语法赋值：



修改数据

pd.get_dummies(df)

one-hot encoding （独热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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