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幕： 
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要有合适的团队）

炸弹上的计时器即将倒计时至零。 

我们的英雄们从天花板绳降下来。白帽黑客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渗透到敌人的计
算机系统。爆破专家小心翼翼地拆除炸弹，细致程度堪比钟表匠。 

与此同时，破箱达人拿出听筒，破解密码锁，而团队里的肌肉男负责警戒。

短短几分钟，工作就完成了，整个过程惊险刺激。该团队找回了被盗的黄金和丢失的微缩
胶卷。随着英雄主题音乐的响起，他们以令人敬畏的慢动作离开了爆炸的敌人基地。

短片的寓意：如果想赢，就需要合适的团队来完成工作。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在涉及到数据时仍在孤军作战呢？或者更糟的是，为什么他们要
让破箱达人拆除炸弹，而让肌肉男试着侵入计算机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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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一个企业需要多少数据才能真正实现数据驱动
时，您很可能会说：“当然越多越好！”拥有的数据越
多，可执行的分析就越多，决策就应该越明智。

应该... 

但这就是数据悖论。企业不堪重负，表现欠佳，淹没在
数据中，缺乏远见。

在最近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进行的一项
研究中，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收集数据的速度快于
使用数据的速度*。然而，绝大多数人仍然表示他们需
要更多数据。

破解数据悖论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您的组
织必须选择接受。 

按照优秀动作片的传统，解决方案是首先组建一支精英
专家团队。

使用本指南中的建议来组建您的团队，培养数据就绪文
化并完成任务，一劳永逸地破解数据悖论。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收集数据
的速度快于使用数据的速度。*

70%

您的企业是否 

陷入 
数据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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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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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frastructure-solutions/industry-market/data-paradox-research-findings.pdf


任务宗旨 自由共享数据01
想象一下，在一部谍战片中，团队成员从
未对表，甚至没有就任务目标达成一致。
当坏蛋从诺克斯堡偷走黄金时，他们还在
总部停车场里。  

沟通也是破解数据悖论的关键。第一步是
让数据在整个组织内（安全地）流动。数
据孤岛会阻碍生产力提升。 

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只有 17% 的组织
正在开展旨在促进数据自由共享的计划，
并且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组织组建了跨职
能团队来提高数据透明度。*

对每位员工进行数字素养培训，让他们能
够随时获取数据，以便参与到数据经济
中，这一点至关重要。毕竟，只有在能够
获取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数据驱动型
决策。 

关键是将数据管护、存储、分析和应用视
为一项团队工作。这就需要创建一种负责
任的数据治理文化。各自为战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团结起来，他
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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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 IT 与高管团队之间的联络人，确保在任何
需要数据的情况下安全地提供数据。首席信息
官负责协调数据团队的其他成员，而不是整合
数据，以免该角色成为瓶颈。

负责设计数据结构，使混乱的局面变得有序，减
少孤岛，并促进整个组织内的数据安全交换。

首席信息官 (CIO)

数据架构师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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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MARR
Bernard Marr & C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创建一种重视数据的文化
对大多数组织而言，数据正成为极其重要、极有价值的商业资产之一。因此，公司的
每个员工都务必把数据作为重要资产来对待。 

为做到这一点，公司必须战略性地使用数据，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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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了解客户和
市场趋势

为客户提供更智能的
产品和服务

实现自身业务流程的
自动化并持续改进

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如何在企业的不同方面使用数据，那么企业文化将迅速改观。此过程
必须从组织的最高层开始，由高层领导使用数据并传达数据的重要性。

为整个组织的决策提
供参考

1 2 3 4

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如何在企业的不同方面使用数据，那么企业文化将迅速改观。    
@BernardMarr

单击以发送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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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t.ec/3GPo8
https://www.linkedin.com/in/bernardmarr/
https://twitter.com/BernardMarr


BRIAN HOPKINS
Forrester 
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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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的投资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促进
数据共享的因素包括人员、文化、奖励
和消除不利因素。   @BrianHForr 

单击以发送推文

“
在此处观看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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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地激励整个企业内的数据共享

数据转型的成功始终从最高层开始。如果没有一
个能认识到数据价值和数据局限性的领导者，您
将举步维艰。原因在于，对数据的投资是一个整
体性问题。促进数据共享的因素包括人员、文
化、奖励和消除不利因素。

曾有一些公司咨询我：“我们存在这些数据孤
岛，可以使用什么技术来摆脱它们？”真正深入
了解后，您就会发现，例如，有两个不同业务部
门的总裁，他们各自拥有对方需要的数据，但他
们没有动力去共享这些数据。

无论您建议采用何种技术，都会存在管理孤岛。
因此，必须有一个高级领导团队，能够直观地了
解所需的投资以及这些投资的价值。

摘自 Futurum Tech 网络广播“破解数据悖论”。

https://ctt.ec/0i_14
https://www.linkedin.com/in/brianhopkins88/
https://twitter.com/BrianHForr
https://urldefense.com/v3/__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4f8wphxvg__;!!LpKI!044nZHYraCF85cR8lAxB03FkS6M38rMHZJhyaAwajosi8ITjA23-JDrADUk0P02MlV0$


任务宗旨 增强员工能力02
动作片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是训练过程蒙太奇镜头。这
时，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会展示自己的技能、获取新技能、
得到所需的小工具，并开始作为团队的一员来考虑问题。

虽然我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用蒙太奇手法处理培训过程，
但它对于数据转型同样重要。 

让数据专家加入团队的简单方法似乎是聘请专家。但是，很
难找到具备高级数据技能的应聘者。只有 19% 的公司在积
极招募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因为需求远大于供应。

应对人才短缺的一种方法是提升现有员工的技能。员工既
需要具备“硬”数据技能（如分类和分析），还需要具备
“软”技能（解释和生成见解）。

然而，仅仅获得一组合适的技能还不够。再优秀的团队也
会被手动、低价值的任务所束缚。智能地实现流程自动化
至关重要，这样员工就可以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分析并生成
见解。 

提升技能的一个互补战略是与“数据即服务”提供商合
作。“数据即服务”可减轻内部专业人员的负担，使组织
能够更快地扩展其数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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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只有放在上下文中并进行标记，以便
搜索和查询，您的数据才有用。数据
分类必须在整个组织内保持一致 — 
标记错误可能导致结果不完整或查询
中断。 

数据分类学家按层次结构对数据进
行分类 — 想想生物学家将动物分为
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方
式。数据存在论者创建动态结构以建
立和维护数据之间的关系。 两者都是
破解数据悖论团队的重要成员。

分类学家和存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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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EAVES
作者、全球战略顾问和新兴技术教授

将数据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相结合

要想沿着技能连续体从数据新手升至数据高手，就
必须全面兼顾各项技能并有信心运用这些技能。 

这就需要结合实际技能来处理数据，同时还要有
批判性思维和战略技能来理解并解释数据挑战、
机会和影响，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数据译员的重要位置得以凸显。一位数据译员必
须能够平衡和运用各方面的技能。其中包括培养
沟通和讲故事技巧，以便与从业务部门到 IT 部门
的各类决策者接洽，从而大规模实现充满激情的
数据领导力。 

这与 STEAM 的培训和培养方法相一致，该方法
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学习与艺术学
习相结合，从而与数据建立超越数字的更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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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联系。它还支持了解“如何学习”或元认知 
— 帮助人们以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更聪明”地学
习，从而提高效率。 

结合后，这有助于提高现有员工的未来就绪性，
从而提供一个可随他们的发展而增长的完整技能
“工具箱”。这样，员工就能获得个人敏捷性，
从而提高整个组织的敏捷性。

要把一个数据新手变成一个数据高手，您既需
要具备技能，也需要有信心去运用这些技能。
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像没有桨的独木舟。   
@sallyeaves

单击以发送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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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t.ec/k92d8
https://www.linkedin.com/in/sally-eaves/
https://twitter.com/sallyeaves


NICOLE REINEKE
Dell Technologies 
杰出工程师

整合数据以避免重复

当前有一种倾向，那就是“重复地做简单的事”，
而不是整合和改进企业已拥有的东西。例如，数
据悖论研究表明，近一半的领导者目前正在投资
更多数据湖，尽管几乎同样数量的领导者表示，
太多数据湖缺乏整合，阻碍了他们从数据中获取
价值*。这表明企业正在采用简单粗暴的选项（从
短期来看，建立一个新数据湖比整合现有数据湖
更省时）。

同样，企业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存储空间，一遍
又一遍地重新创建相同的数据集，仅仅是因为数据
对查询的响应速度不够快，并且企业不知道其他人
是否已经使用相同的联接创建了完全相同的查询。
然后，数据团队将承担跟踪这些数据的艰巨且耗时

的工作。数据科学家实际花在挖掘数据模式上的时
间不到 10% 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 60% 的时间都
投入到查找、汇总和清理数据集的苦差事中。我们
要让数据团队能够去做不寻常的事情，而不是将他
们限制在似曾相识的生活中。这对他们自身不利，
当然也对企业不利。

我们要让数据团队能够去做不寻常的事情，而不是
将他们限制在似曾相识的生活中。这对他们自身不
利，当然也对企业不利。   @nicolereineke

单击以发送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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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t.ec/p7eU4
https://www.linkedin.com/in/nreineke/
https://twitter.com/nicolereineke


任务宗旨 创建“老虎队”03
每个优秀的间谍团队都有一群具备不同专长的
成员。从能挤进狭小空间的前体操运动员，到
勉强能进门的肌肉发达的壮汉，每个人都各具
特色，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同样，多元化也能让您的数据团队变得更加强
大。将各团队聚集在一起，以优化数据使用为
共同目标，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为您的部
门和组织注入新的视角。 

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 13%* 的受访者鼓励员
工利用数据和分析进行创新，只有 8% 的受访
者正在建立跨部门的数据爱好者社区。为了从
不同的视角看待数据悖论，数据必须成为组织
的核心焦点，而不是边缘化的东西。

作为超越技术的整个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提高
数据熟练度非常重要。人性方面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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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将智能（人工智能和人类智力）应用于数
据。他们可以帮助梳理算法，构建工具以自动
收集和查询，并为企业创建报告和演示文稿。

使用 API 构建用于报告和分析的工具，协调您
的各种平台和解决方案，使之相互配合。

数据科学家

软件开发人员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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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A LAU
Unconventional Ventures 创始人， 
一家专注于创新的精品咨询公司

与多元化团队一起生成优质见解

没有见解的数据毫无意义。为了能够利用数
据，公司需要人员和流程来分析位和字节，确
定什么东西有用以及需要什么，并生成切实可
行的见解。我们需要一支来自不同人口群体
（包括性别、种族、年龄、教育、性取向等）
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个数据
集的细微差别。 

为什么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非多元化团队从
数据库中选择图像，并使用这些图像来训练多
个 AI 应用程序。他们的无意识偏见决定了他们
所选择的图像。他们在种族、体重、性别等方

面的偏见会渗透到 AI 中，AI 会根据所馈入的
信息做出判断，从而进一步延续这些偏见。

虽然由于偏见数据而给出的有缺陷的电影或
书籍推荐可能看起来并无害处，但在金融和
医疗领域做出有缺陷的决策所造成的后果要
严重得多。

在这个数字时代，为数据驱动的世界做准备不再是一个好做的副业，而是任何企业战
略的赌注。   @psb_dc

单击以发送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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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t.ec/547f3
https://www.linkedin.com/in/theodoralau/
https://twitter.com/psb_dc


GIULIANO LIGUORI
Digital Leaders 创始人， 
一项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倡议

专注于数据治理以充分利用技术

各企业在一个日益繁忙、复杂和模糊的商业世界中展开
竞争。对许多企业来说，应对不断变化的数字渠道生成
的取之不尽的数据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企业必须快速
适应，消除繁琐的做法并加快应用程序创新的步伐。

在这种快节奏的环境中，技术现在是所有存活下来的企
业的支柱。让企业能够从所有来源（在线和离线）捕获
数据，处理和存储无限数据，然后从数据中识别模式和
见解以改进客户产品/服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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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依靠技术是不够的。有效的数据治理战略需
要重新思考公司、流程和策略中的组织模式。例如，企
业是否准备好迎接更大的流动性？他们是否准备好应对
更大的安全漏洞？企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开启”，而
不仅仅是技术。

技术驱动的创新和颠覆方法使领导者能
够以超越我们想象的方式转变业务、组
织乃至这个世界。   @ingliguori

单击以发送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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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t.ec/ffXde
https://www.linkedin.com/in/ingliguori/
https://twitter.com/ingliguori


MATT BAKER
Dell Technologies 
高级副总裁， 
公司战略主管

具有坚定信念的领导层可以缩小技能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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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转型需要领导层的启迪、努力和信念。这就是“人”这个概念的由来。如果您确信自己
正沿着数字化道路前进，那么您要着手引进合适的人才并培训现有人才。您将尽一切努力来实
现这一目标。(…)。因此，领导力至关重要。是的，的确存在技能差距，但在过去几十年里，
我们在每次重大 IT 转型中都存在技能差距，而我们似乎总是能很好地度过难关。

领导力至关重要。的确存在技能差
距，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每次
重大 IT 转型中都存在技能差距，而
我们似乎总是很容易度过难关。   @
mattwbaker

单击以发送推文

“
在此处观看重播

摘自 Futurum Tech 网络广播“破解数据
悖论”。

https://www.linkedin.com/in/mwbaker/
https://twitter.com/mattwbaker?ref_src=twsrc%5Egoogle%7Ctwcamp%5Eserp%7Ctwgr%5Eauthor
https://urldefense.com/v3/__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HoPhDdOFM__;!!LpKI!044nZHYraCF85cR8lAxB03FkS6M38rMHZJhyaAwajosi8ITjA23-JDrADUk0mnim7Rk$
https://ctt.ec/_ET3e


SHELLY KRAMER
Futurum Research 
首席分析师兼创始合伙人

数字化转型需要一种创新和好奇心的文化

现在不仅仅是 IT 转型，每一个转型都是如此。数字化转型不仅仅与技术有关。技术只是转型之
旅的一小部分，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关于人员，以及创造一种创新、好奇心和数据驱动的文化。
(…) 它不只是一个 IT 项目，也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您需要将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
对未来的业务意味着什么，这对未来的个人技能组合和知识库意味着什么，以及有哪些机会是您
以前可能从未想过的。我感到很兴奋。对于各个领域的企业来说，未来都将迎来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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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 不只是一个 IT 项目，
也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您需要将
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
ShellyKramer

单击以发送推文

“
在此处观看重播

摘自 Futurum Tech 网络广播“破解数据
悖论”。

https://ctt.ec/PQc0V
https://www.linkedin.com/in/shellydemottekramer/
https://twitter.com/ShellyKramer
https://urldefense.com/v3/__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HoPhDdOFM__;!!LpKI!044nZHYraCF85cR8lAxB03FkS6M38rMHZJhyaAwajosi8ITjA23-JDrADUk0mnim7Rk$


破解数据悖论，超越数据驱动

如果既有合适的技术，又有合适的团队，您破
解数据悖论的任务就会大获成功。 

但如果没有续集预告片，它就不是一部史诗般
的动作片。我们期待看到团队在一次又一次的
冒险中重聚，以他们的技能为依托，每一个新
任务都比上一个更加大胆和无畏。

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涉及到使数据转型成为一
种特许经营，而不是一次性尝试时，大多数企
业都有改进的余地。近一半 (48%) 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所在组织的数据敏锐度已经停滞不
前，甚至有所下降。 

我们喜爱的电影英雄们总能随机应变。让人觉
得惊险刺激的部分原因是，当意外发生时，他
们总是能完成 B 计划、C 计划或 Z 计划。只
有那些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和改进的数据团队
才能发展出这种多功能性。 

确保在完成数据悖论任务时，您已经在为下一
个任务以及之后的任务制定蓝图。

准备好接受数据悖论任务了吗？我们的团队随
时准备帮助您的团队成为您心目中的英雄。

2021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Dell Technologies、Dell、EMC、Dell EMC 和其他商标是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其他商标可能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Technologies 于 2021 年 5 月进行的委托研究：“Unveiling Data Challenges A�icting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受访群体：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亚太及日本地区、大中华区和拉丁美洲 4,036 名负责数据和数据战略的高层决策者。

详细了解 
数据悖论研究

了解如何利用数据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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