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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人机对话的AI系统，该系统可以理解人类关于数据的问题，
并以丰富的图表和数据回答相关问题。

与传统的数据分析方式相比，交互更加智能，
效率提高10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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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with variety of charts and data.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ata analysis, DadaFucus is more than 100 times faster on efficiency,

and more intelligent on interaction.

what
is

DataFocus
 

? 

什么是
 DataFocus ？

Data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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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难题 
企业数据量呈几何级数飞速增长，传统的OLAP处理模式已难以应付；

数据的清洗和预处理消耗了大量时间，导致分析业务耗时漫长，跟不上决策的节奏。

The data number of enterprises is growing rapidly in geometric progression 

due to years of system running, and the traditional OLAP model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cleaning and preprocessing of data consumes a lot of time, which leads to 

the long time-consuming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and can not keep up with 

the rhythm of the decision.

成本过高难题 
企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数据的搜集、整合、处理、分析上，且需要聘请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为掌握数据分析技能而进行长时间的人员培训，各方面都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

Enterprises spend a lot of manpower,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data collection,

 integra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nd they need to hire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s.

Train staff for a long time to enable them to master the data analysis skills, 

all aspect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operating costs of enterprises.

数据孤岛难题 
企业中不同业务模块的数据分布在不同的系统平台，不同模块数据之间缺少关联，

企业就失去了各项数据连接后所能带来的价值，管中窥豹的分析结果有可能误导决策。

The data of different business modules in enterprises are distributed on different system platforms, 

and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ule data.

Enterprises lose the value that they can bring after the data conne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re likely to mislead decisions.

实时交互难题
对于企业新增的数据，需要在原有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增量结合，并且迅速得到结果；

面对业务部门和管理人员频繁、临时、多变的数据分析请求无法即时的得到响应，

IT部门疲于奔命的进行数据开发仍然无法满足要求。

For the new added data of the enterprise, we need to combine the incremental data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data analysis, and get the result quickly. In the face of the frequent, 

temporary and changeable data analysis requests of the business departments and managers.  

IT department is unable to make a timely response to the requests and is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after constantly running about on missions.

Do you hav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您是否遇到
以下问题？

 Real time

Data isolation

Massive data

High cost



DataFocus

Digital brain 05/06

Digitalbrain 

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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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ataFocus
为您的组织打造数字化大脑



像搜索一样简单 as simple as searching

Billions of data, respond in seconds

Intelligence of data visualization

自然语言搜索，双语支持；零代码，无拖拽，双击列信息直接输入搜索栏。

彻底变革传统的数据分析交互方式，结果呈现的速度跟得上您的思绪。

亿级数据秒级响应
内存实时运算，无需事先构建多维数据集，千万级数据常规查询秒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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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图形
根据分析结果自动适配图形，7分钟定制实时数字大屏，随时随地一键钻取和联动，

支持分析结果无缝嵌入第三方系统。

Highlights of functions

功能亮点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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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析与洞察
基于DataFocus搜索结果进一步洞察出数据背后的故事，

数分钟内从数千万种可能组合中找到数据的隐藏模式；

主动学习人类的分析方法，愈用愈智能

高精度专利预测算法
可广泛应用于价格预测、库存优化、故障诊断、欺诈识别等多种场景。

在数据量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预测效果大大优于传统算法（如深度学习算法）。

行级权限管控
精确到行、列的细粒度数据权限控制，分析报告自动根据用户权限显示数据，

可轻松满足大型集团公司的定制化需求。还可以与您现有的业务系统轻松实现与单点集成。

移动端支持
支持移动端，完美融合企业微信，无需单独APP。界面友好，

随时更换看板主题及背景颜色、

字体样式颜色等，界面清晰，操作简洁。

大数据仓库
独有的雪花模型，支持复杂的数据库结构；多数据源整合，

支持跨系统分析，彻底打破数据孤岛。

多人协作
支持多人协作进行数据分析，支持分析结果的分享、点赞和评论，

轻松设置消息提醒，数据阈值，定时邮件通知、告警等。

Big data warehouse Patented prediction algorithms

Collaboration Authority control in lines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insight Mobile support



人人成为数据分析师
业务人员也可轻松上手
Using thresholds and applicable roles

Data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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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CEO

企业智能数据分析助理，
全盘数据尽在掌握

从经典指标到特定角度的
定制分析，

尽在问话之间

IT

BI

及时响应各种临时
数据分析需求，

快速高效

毋须大量重复代码工作，
积木式模型搭建从未

如此简单

SALES

MARKETING

透过数据看本质，
即时感知市场变化趋势

商场即战场，
智能分析是现代化销售

的数字化装备

SERVICE

OPERATION

全维度指标监控，
运营优化像调谐一般自如

多角度KPI分析，
数据引导服务质量提升

Diversity to user roles

10分钟之内可以熟练使用，一天时间即可全部掌握，无需任何代码或者SQL语言基础。

无需专业的数据分析师或IT人员，普通业务人员即可轻松操作。

It can be used skillfully within 10 minutes，master it all in a week.

Neither basis of code nor SQL knowledge are required. Ordinary business personnel can operate easily. 

用户角色
部分



跨行业的价值输出 

政府
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求，政府及公共事业部门也必须与时俱进，管理部门充分运用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辅助决策，

使得政策更科学，更贴近人民大众的需求。从业务部门来看，财政、税收、统计、工信等多个部门，

与国民经济生活息息相关，运用DataFocus可以有效打通各部门系统内部的数据孤岛，打造高效精准决策的组织大脑。

Data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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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ase

Study

零售业
新零售时代，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全域洞察时代。在新服务业态下，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客户数据中洞察出新的商机，

是新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DataFocus协助企业整合多渠道经营数据，为企业建立数字化的核心驱动力，

快速灵活的进行全维度数据分析，精准预测用户需求并提升运营效率，用数据实现全方位精细化运营，

最终实现流通链的高效重塑。

Cross-industry value

行业案例
部分



中国制造的质量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有效运用信息化技术对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实现管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DataFocus智能数据分析系统，能自动从企业的多种IT系统中提取数据，

尤其适合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建设以业务为中心驱动的自助式数据分析平台，为采购、生产、仓储、流通、

销售等全业务流程提供即时的数据洞察能力，助力企业在工业4.0时代打造面向世界的制造品牌！ 

制造行业

医疗健康行业的供给不足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改善。然而看病难、医疗服务质量差与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过度医疗所导致的医疗利用效率过低的矛盾却同时存在。 医疗数据地域、行业割裂严重，形成众多数据孤岛。

运用DataFocus将这些数据融合并运用于分析和管理中，优化资源配置，逐步提高现有医疗资源的运行效率，

提高单位资源产出，为医疗保险行业提供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有效改善医疗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

医疗行业

● 自然语言搜索
● 智能搜索提示功能
● 自适应可视化图形
● 支持经纬图和地理位置图
● 多种布局的动态仪表板
● 支持answer创建中间表
● 嵌入式图表和Pinboards
● 智能数据分析工作流
● 订阅及邮件通知
● 一键分享和评论
● 即时数据钻取
● 智能多表联动
● 分析数据导出
● 外部数据导入模块
● 主流数据源支持
● 智能定时增量数据更新
● 多数据源交叉分析
● 实时大数据仓库
● 轻量级ETL模块
● 内存计算引擎
● 图形配置
● 支持雪花模型
● 自定义看板元素
● 状态更新即时提醒
● 列名转换
● 自定义看板导航
● 公式建模

● 支持更多图形类型
● 细粒度行列安全访问控制
● LDAP与SAML单点登录集成
● 智能数据insight模块
● 可视化日志管理
● 自定义logo
● 数据总线API
● 企业微信
● 自然语言搜索
● 智能搜索提示功能
● 自适应可视化图形
● 支持经纬图和地理位置图
● 多种布局的动态仪表板
● 支持answer创建中间表
● 嵌入式图表和Pinboards
● 智能数据分析工作流
● 订阅及邮件通知
● 一键分享和评论
● 即时数据钻取
● 智能多表联动
● 分析数据导出
● 外部数据导入模块
● 主流数据源支持
● 智能定时增量数据更新
● 多数据源交叉分析
● 实时大数据仓库
● 轻量级ETL模块
● 内存计算引擎
● 图形配置
● 支持雪花模型
● 自定义看板元素
● 状态更新即时提醒
● 列名转换
● 自定义看板导航
● 公式建模

● 智能数据discovery模块
● 按行业定制NLP知识图谱
● 嵌入式相关搜索
● 用户/组管理API
● IOS定制app
● 弹性扩展
● 预测算法
● 专业服务
● 支持更多图形类型
● 细粒度行列安全访问控制
● LDAP与SAML单点登录集成
● 智能数据insight模块
● 可视化日志管理
● 自定义logo
● 数据总线API
● 企业微信
● 自然语言搜索
● 智能搜索提示功能
● 自适应可视化图形
● 支持经纬图和地理位置图
● 多种布局的动态仪表板
● 支持answer创建中间表
● 嵌入式图表和Pinboards
● 智能数据分析工作流
● 订阅及邮件通知
● 一键分享和评论
● 即时数据钻取
● 智能多表联动
● 分析数据导出
● 外部数据导入模块
● 主流数据源支持
● 智能定时增量数据更新
● 多数据源交叉分析
● 实时大数据仓库
● 轻量级ETL模块
● 内存计算引擎
● 图形配置
● 支持雪花模型
● 自定义看板元素
● 状态更新即时提醒
● 列名转换
● 自定义看板导航
● 公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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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版

标准版

专业版

Product line

产品线



某国际贸易公司总裁：
DataFocus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智能、最简洁的BI系统，

比微软的power BI更智能，比Tableau更简洁。

北京某上市公司CFO：
DataFocus简化了我90%的数据应用难题，将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30%以上。

上海某知名家用电器品牌CIO：
DataFocus的算法能够直通我们企业的BI痛点，大大削减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浙江某跨国电气制造商COO：
原来我们的进出口数据结果都是人工分析，用过几家国外的BI产品但都不好用，

直到用了DataFocus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品，

真的别什么技术都相信老外的。

某国有企业分析员:
真的毫不夸张的说，DataFocus让我1天能做原来5天的事情，

而且界面干净简洁清爽，体验非常棒！

韩国某化妆品代理运营专员:
原来的品牌数据和销售数据都需要通过很多平台去一个个搜集，

DataFocus却能全渠道整合我们的所有数据进行海量数据处理，

给我们一个全景数据库的观感，太棒了！

某知名保全公司销售主管:
改用神州的一句话，DataFocus除了安全，还能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可视化结果！

买一得六
私有化部署DataFocus数据分析系统，让您立即拥有：

1个大数据仓库+1个数据可视化系统+1个数据分析引擎+1个报表系统

+1个机器学习引擎+1个预测系统。

如果企业没有单独搭建大数据仓库、购买报表引擎；DataFocus完备的功能模块，

完全有能力为企业从无到有构建一套智能化的数据分析体系。

搜索式分析带来的效能提升
数据的利用价值与使用成本成反比。DataFocus的问答式交互，搜索式体验给企业的数据分析

带来了极大的效率提升。根据我们的经验，组织存量数据超过100G的，使用DataFocus专业版系统，

每年将会给数据分析成本降低200万元以上。

AI技术将大大降低数字化
治理的成本门槛
DataFoucs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打造的语义搜索引擎，是一位永远不知疲倦的数据分析师，

它可以随时随地响应您的分析请求。AI技术赋能业务部门、非IT人员均可以进行各种程度的数据分析，

毋须依赖大量的IT技术人员或专业的数据分析师。规模以上企业，每年可节省人力成本500~1000万元。

Data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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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feedback Core value to enterprises

用户
反馈

  为企业带来
    什么价值？



像搜索一样简单

首个中文自然语言
数据分析系统

The first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alysis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