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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T 33745-2017 物联网 术语
GB/T 35274-2017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4960.5-2018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GB/T 36073-2018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7721-2019 信息技术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722-2019 信息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973-2019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7988-2019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1 部分：基本术语
GB/T 5271.17-201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17 部分：数据库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1-2000、GB/T 33745-2017、GB/T 37973-2019、GB/T 5271.17201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2]
3.2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利用数据采集工具，将各种来源和类型数据进行收集和集中的过程。
3.3
数据预处理 data preprocessing
在主要的分析处理之前对数据进行的一些处理。
3.4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
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
[GB/T 33745-2017，定义2.5.3]
3.5
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通过图形图像等形式对数据进行展示，以揭示数据特征的过程。
3.6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种类多样、流动速度快、特征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
统数据体系结构和数据处理技术进行有效组织、存储、计算、分析和管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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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
[GB/T 37973-2019，定义3.1]
3.7
大数据处理 big data processing
大数据的采集、存储、预处理、分析和挖掘、可视化等过程。
3.8
大数据治理 big data governance
把大数据作为组织、企业或者国家的战略资产进行管理，以及在管理流程
中进行分析、控制和决策的活动集合。
3.9
数据标准 data standard
数据的命名、定义、结构和取值的规则。
3.10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
权、存取路径、访问权和数据易变形的数据。
[GB/T 5271.17-2010，定义17.06.05]
3.11
主数据 master data
组织中需要跨系统、跨部门进行共享的核心业务实体数据。
3.12
数据质量管理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在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对组织中可能引发的各类数据质量问题
进行识别、度量、监控、预警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通过有效的数据质量管理
控制，提高数据在各类应用中的价值。
3.13
大数据安全管理 big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确保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以及分析并解决大数据活动对国家安全、社会影响、公共利益、个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等造成的影响。
3.14
数据隐私保护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对组织敏感的数据进行保护的措施。
3.15
数据融合 data fusion
一个整合多维度数据资源来产生比单个数据源更为连续的、准确的和有用
的信息的过程。
3.16
数据共享管理 data sharing management
开展数据共享和交换，实现数据内外部价值的一系列活动。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
息服务、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通信运营服务、统计事务、客户信息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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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共事务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环境信息技术、城市信息化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移
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技
术、计算机信息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
财政、税务、互联网金融、信用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信息管理、
信息统计与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网络舆情监测。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应用工程、软件工程、大
数据技术与应用、金融管理、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会计。
应用型本科学校：经济统计学、数字经济、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统
计学、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计算金融、公共事业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息
服务、大数据技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通信运营服务、统计事务、客
户信息服务、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工业互联网应
用、计量测试与应用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移动互联应用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移动应
用开发、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财税大数据应用、金融科技应用、信用管理、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会计信息管理、统计与大
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网
络舆情监测。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软件工程
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财税大数据应用、金融管理、金
融科技应用、信用管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
企业数字化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经济统计学、数字经济、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
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统
计学、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计算金融、公共事业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大数据治理】（初级）：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大数据平台建设、系统
开发、大数据运营、大数据服务等职业岗位，辅助完成大数据采集、大数据预
处理、大数据可视化以及运用工具进行简单数据分析的工作。
【大数据治理】（中级）：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大数据平台建设、系统
开、大数据分析、大数据运营、大数据服务等职业岗位，主导完成大数据采集、
大数据存储、大数据预处理、大数据可视化等工作，能够进行数据集成、数据
分析和可视化，并完成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业务解释工作。
【大数据治理】（高级）：主要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大数据应用型企
业的大数据平台建设、系统开发、大数据分析、大数据运营、大数据服务等相
关职能部门及岗位，主导完成大数据预处理、大数据可视化、数据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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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融合、数据共享等大数据治理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大数据治理】（初级）：能够根据业务情况，辅助进行大数据采集；能够
根据大数据预处理需求，完成基本的大数据预处理工作；能够根据大数据可视
化需求，运用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进行基本的分析，以及数据的静态和动
态可视化展示；能够辅助进行数据标准的架构体系设计，能够进行元数据和主
数据的的创建、查询、维护等基本操作。
【大数据治理】（中级）：能够根据业务需求，针对复杂数据资源，编写定
制化的数据采集代码并应用数据采集工具，完成数据采集；能够根据大数据预
处理方案，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针对数据存在的缺失值、重复值、异
常值、一致性等问题，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处理；能够对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实
体进行识别，并进行数据集成；能够根据大数据可视化方案，采用基本的大数
据分析语言、工具和算法，对加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完成对离线和在线数
据的可视化；能够根据大数据治理需求，在企业、社会、政府等的大数据治理
过程中，参与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大数据治理】（高级）：能够根据业务需求，选定合适的大数据预处理工
具和方法，进行多源异构数据的集成、归约和存储；能够根据大数据分析方案，
选定合适的算法模型和编程语言，完成数据分析任务；能够根据大数据可视化
方案，完成数据探索、数据分析过程和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能够根据业务
需求，明确数据权限；能够针对敏感指标进行数据脱敏，保护数据安全；能够
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融合；能够对大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体系、方法、
软件、模型等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知识库；能够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大数据治
理的材料编制。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大数据
采集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了解大数据的概念、来源和意义，了解大数据
的特征和结构，了解大数据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场景。
1.1.2 熟悉大数据采集的概念，及其在大数据治理过
程中的意义。
1.1 大数据 1.1.3 熟悉大数据采集的数据来源、数据规模、数据
采集基础知 类型和数据存储方式等。
识了解
1.1.4 熟悉大数据采集的方式（数据录入、文本文件
导入、数据库文件导入、网页爬虫等）及其基本原
理。
1.1.5 熟悉至少一种大数据采集通用工具（Python、
Excel、Flume、Sqoop、八爪鱼等）的使用。
1.2 大数据 1.2.1 能够根据业务情况，辅助进行大数据采集业务
采集方案制 需求调研。
定
1.2.2 能够根据数据采集需求，辅助进行数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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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数据
采集实施

2.1 大数据
预处理基础
知识了解

2.大数据
预处理

2.2 大数据
预处理方案
制定

2.3 大数据
预处理实施

3.1 大数据
可视化基础
知识了解
3.大数据
可视化

3.2 大数据
可视化方案
制定
3.3 大数据
可视化

梳理。
1.2.3 能够根据梳理好的数据资源，辅助确定数据采
集的方法和工具。
1.2.4 能够辅助编写详细的大数据采集方案。
1.3.1 能够进行数据的快速录入。
1.3.2 能 够 进 行 至 少 一 种 常 用 数 据 库 （ Access 、
Mysql、MongoDB、Oracle 等）的快速导入。
1.3.3 能够基 于录入和导入的数据 ，进行增、 删、
改、查等基本操作。
1.3.4 能够掌握基本的数据查询技巧。
1.3.5 能够按 照数据标准进行数据 内容的规范 与处
理。
2.1.1 了解大数据预处理的概念、环节，及其在大数
据处理过程中的意义。
2.1.2 熟悉数 据清洗的概念和意义 ，并能够进 行去
重、空值处理等基本的数据清洗。
2.1.3 熟悉数据集成的概念和意义，并能够进行数据
合并、数据表关联等简单的数据集成。
2.1.4 熟 悉 至 少 一 种 数 据 预 处 理 工 具 （ Excel 、
Python、Sql、存储过程、Kettle 等）的使用。
2.2.1 能够理解大数据预处理需求。
2.2.2 能够根据大数据预处理需求，梳理不同类型和
结构的数据。
2.2.3 能够针对至少一种类型和结构的数据，选定合
适的大数据预处理工具和方法。
2.2.4 能够辅助编写大数据预处理方案。
2.3.1 能够掌握至少一种类型数据文件（txt、csv、
html、xml、xls 等）的加载。
2.3.2 能够进行数据的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
2.3.3 能够处理数据中存在的格式问题。
2.3.4 能够处理数据中存在的内容问题。
2.3.5 能够进行数据列的合并与拆分。
3.1.1 了解大数据可视化的概念。
3.1.2 了解可视化在大数据治理过程中的意义。
3.1.3 了解大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和应用。
3.1.4 熟 悉 至 少 一 种 大 数 据 可 视 化 工 具 （ Excel 、
Tableau、Python、R 等）的使用。
3.2.1 能够理解大数据可视化需求。
3.2.2 能够进行基本的描述性和探索性数据分析。
3.2.3 能够理解数据可视化的目标。
3.2.4 能够辅助编写大数据可视化方案。
3.3.1 能够进行数据可视化的创建、编辑和布局等。
3.3.2 能够使用大数据可视化工具，实现数据探索过
程的图像化静态和动态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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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数据
治理基础知
识了解

4.2 数据标
准体系建设

4.大数据
治理
4.3 元数据
管理

4.4 主数据
管理

3.3.3 能够使用大数据可视化工具，实现数据分析结
果的图像化静态和动态展现。
3.3.4 能够辅助编写大数据可视化报告。
4.1.1 了解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和关键要素。
4.1.2 了解大数据治理的对象和内容。
4.1.3 了解大数据治理的框架和核心准则。
4.1.4 了解大数据治理的实施保障。
4.2.1 了解数据标准的定义和内容。
4.2.2 了解数据标准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设计流程。
4.2.3 了解数据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流程。
4.2.4 能够根据数据标准设计的要求，进行数据标准
化。
4.2.5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辅助进行数据标准的架构
体系设计。
4.2.6 能够在企业、社会、政府等的大数据治理过程
中，参与数据标准体系的建设。
4.3.1 了解元数据的概念、类型和应用。
4.3.2 了解元数据管理的概念和意义。
4.3.3 了解元数据的生成、获取和维护。
4.3.4 了解元数据的存储、整合和共享。
4.3.5 能够进行元数据的创建、查询和维护等基本操
作。
4.4.1 了解主数据的概念、类型和应用。
4.4.2 了解主数据管理的概念和意义。
4.4.3 了解主数据的获取和维护。
4.4.4 了解主数据的存储、集成和共享。
4.4.5 能够根据业务实施方案，进行主数据的创建、
查询和维护等基本操作。

表 2 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掌握大数据采集的概念，及其在大数据治理过
程中的意义。
1.1.2 掌握大数据采集过程中数据来源、数据规模、
1.1 大 数 据 数据类型、数据存储方式等出现的难点。
1. 大 数 据 采集知识与 1.1.3 掌握三种以上大数据采集的方式（数据录入、
技能掌握
文本文件导入、数据库文件导入、网页爬虫等）及其
采集
基本原理。
1.1.4 掌握至少一种大数据采集通用工具（Python、
Excel、Flume、Sqoop、八爪鱼等）的使用。
1.2 大 数 据 1.2.1 能够根据业务情况，进行大数据采集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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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方案制 调研，明确数据采集需求。
定
1.2.2 能够根 据数据采集需求，进 行数据资源 的梳
理。
1.2.3 能够根据梳理好的数据资源，确定数据采集指
标要求，并完成指标的说明及规范。
1.2.4 能够根据梳理好的数据资源，确定数据采集的
方式和工具。
1.2.5 能够制定详细的大数据采集方案。
1.3.1 能够根据大数据采集方案，组织实施大数据采
集任务。
1.3.2 针对复杂数据资源，能够编写定制化的数据采
1.3 大 数 据
集代码并应用数据采集工具，完成数据采集。
采集实施
1.3.3 能够指导初级人员完成基本的数据采集工作。
1.3.4 能够根据数据质量及安全保障规范要求，保障
数据质量及安全。
2.1.1 掌握大数据预处理的概念，及其在大数据治理
过程中的意义。
2.1.2 掌握大数据预处理的各个环节和内容。
2.1.3 掌握大数据预处理各环节（数据清洗、数据集
2.1 大 数 据
成、数据归约、数据变换等）的基本操作。
预处理知识
2.1.4 掌 握 至 少 一 种 大 数 据 开 发 的 编 程 语 言
与技能掌握
（Python、Java、存储过程等），解决基本的数据预处
理问题。
2.1.5 掌握至少一种大数据预处理通用工具（Excel、
Python、Sql、存储过程、Kettle 等）的使用。
2.2.1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初步明确大数据预处理需
求。
2. 大 数 据
2.2 大 数 据 2.2.2 能够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数据整
预处理
预处理方案 体情况，明确需预处理的数据。
制定
2.2.3 能够根据数据整体情况，初步选定合适的大数
据预处理工具和方法。
2.2.4 能够初步制定大数据预处理方案。
2.3.1 能够掌握不同类型数据文件（txt、csv、html、
xml、xls 等）的加载。
2.3.2 能够针 对数据存在的缺失值 、重复值、 异常
2.3 大 数 据 值、一致性等问题，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处理。
预处理实施 2.3.3 能够根据大数据预处理方案，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
2.3.4 能够对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实体进行识别，并进
行数据集成。
3.1.1 掌握大数据可视化的概念
3.1 大 数 据
3. 大 数 据
3.1.2 掌握可视化在大数据治理过程中的意义。
可视化知识
可视化
3.1.3 掌握大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和应用。
与技能掌握
3.1.4 掌 握 至 少 一 种 大 数 据 可 视 化 工 具 （ Exc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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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 数 据
可视化方案
制定

3.3 大 数 据
可视化

4.1 大 数 据
治理知识与
技能掌握

4.2 数 据 质
4 大数据
量管理
治理

4.3 大 数 据
治理材料编
制

Tableau、Python、R 等）的使用。
3.2.1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初步明确大数据可视化需
求。
3.2.2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进行描述性和探索性数据
分析。
3.2.3 能够根据数据整体情况和大数据可视化需求，
初步明确基本的数据可视化目标。
3.2.4 能够初步制定大数据可视化方案。
3.3.1 能够运用合适的可视化工具，完成离线数据探
索和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3.3.2 能够运用合适的可视化工具，完成在线数据探
索和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3.3.3 能够基于数据可视化结果进行基本的分析和解
释。
3.3.4 能够初步编写大数据可视化报告。
4.1.1 掌握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和关键要素。
4.1.2 掌握大数据治理的对象、内容、框架和核心准
则。
4.1.3 熟悉至少一种大数据治理的相关工具（ERWin、
Excel、SVN、禅道等）、技术支撑和实施保障。
4.1.4 熟悉大数据治理的产业发展和应用场景。
4.2.1 掌握大数据质量管理的概念和框架。
4.2.2 掌握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
4.2.3 掌握数据质量评价模型和体系。
4.2.4 掌握数据质量过程控制。
4.2.5 掌握至少一种数据质量管理工具（Excel、存储
过程、禅道等）的使用。
4.2.6 能够在企业、社会、政府等的大数据治理过程
中，参与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4.3.1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初步进行大数据治理的需
求分析。
4.3.2 能够 辅助制定数据标 准管理的 相关规范 和制
度。
4.3.3 能够辅 助制定数据质量管理 的相关规范 和制
度。
4.3.4 能够辅助进行大数据治理材料的编制。

表 3 大数据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大数据
预处理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大数据
预处理知识

1.1.1 掌握大数据的概念、来源和意义，掌握大数据
的特征和结构，掌握大数据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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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能掌握

1.2 大数据
预处理方案
制定

1.3 大数据
预处理实施

2.大数据
分析及可
视化

2.1 大数据
分析及可视
化知识与技
能掌握

2.2 大数据
分析及可视
化方案制定

1.1.2 掌握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预处理的原因和方
法。
1.1.3 掌握并能够实现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归
约和数据变换。
1.1.4 熟 练 掌 握 至 少 一 种 大 数 据 开 发 的 编 程 语 言
（Python、Java、存储过程等），解决基本的数据预处
理问题。
1.1.5 熟 练 掌 握 至 少 一 种 大 数 据 预 处 理 通 用 工 具
（Excel、Python、Sql、存储过程、Kettle 等）的使
用。
1.2.1 能够采用有效的沟通方式，与客户进行交流，
明确业务需求。
1.2.2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明确大数据预处理需求。
1.2.3 能够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掌握数据整体情况。
1.2.4 能够根据分析需求和数据整体情况，选定合适
的大数据预处理工具和方法。
1.2.5 能够制定详细的大数据预处理方案。
1.3.1 能够根据大数据预处理方案，组织实施大数据
预处理任务。
1.3.2 能够根据大数据预处理方案，进行数据描述性
统计分析，发掘噪声、离群点等异常值，进行数据预
处理。
1.3.3 能够将 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进 行集成和统 一存
储。
1.3.4 能够对数据进行维归约、数量归约和数据压缩
等处理。
1.3.5 能够采 用光滑、聚集、规范 化和离散化 等方
法，将数据转化为更适于分析的形式。
1.3.6 能够指导初级和中级的人员完成大数据预处理
工作。
2.1.1 掌握数 据挖掘的概念、过程 、功能和应 用领
域。
2.1.2 掌握关联规则、聚类、分类和预测等的基本概
念。
2.1.3 掌握相关算法的基本思想和优缺点，能够进行
实际问题的分析。
2.1.4 掌 握 至 少 一 种 主 流 数 据 挖 掘 工 具 （ Excel 、
Python、SPSS、SAS、Weka、Matlab 等）的使用，能
够应用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2.2.1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明确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需求。
2.2.2 能够根据大数据分析的需求，对数据分析对象
进行梳理，明确数据分析的任务。
2.2.3 能够根 据数据分析的任务， 明确数据分 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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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数据
治理

法。
2.2.4 能够根据数据整体情况和数据分析任务，明确
数据可视化的目标。
2.2.5 能够制定详细的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方案。
2.3.1 能够根据大数据分析方案，组织实施大数据分
析任务。
2.3.2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的任务和方法，明确合适的
算法模型和编程语言。
2.3.3 能够针对选定的算法模型完成代码编写，完成
2.3 大数据
数据分析任务。
分析
2.3.4 能够结合业务需求，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全
面的评估。
2.3.5 能够根据评 估后的 结果，向客 户进行 业务 解
释。
2.3.6 能够编写详细的大数据分析报告。
2.4.1 能够根据大数据可视化方案，组织实施大数据
可视化任务。
2.4.2 能够根据数据可视化目标，明确合适的可视化
语言和工具。
2.4 大数据
2.4.3 能够进行数据探索、数据分析过程和数据分析
可视化
结果的可视化。
2.4.4 能够对数据 可视化 结果进行分 析、解 释和 优
化。
2.4.5 能够编写详细的大数据可视化报告。
3.1.1 掌握大数据治理的主要方法及其在相关领域的
应用。
3.1.2 掌握至少一种大数据治理的相关工具（ERWin、
3.1 大数据
Excel、SVN、禅道等）、技术支撑和实施保障。
治理知识与
3.1.3 掌握领域知识的概念和表达。
技能掌握
3.1.4 掌握 CRISP-DM 模型。
3.1.5 能够指导初级、中级人员进行企业、社会、政
府等的大数据治理实施。
3.2.1 掌握大数据安全管理与隐私保护的概念，及其
在大数据治理中的意义。
3.2.2 掌握与 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相关的法 律法
规、制度和标准。
3.2.3 熟悉大数据安全防护技术，包括数据发布匿名
3.2 大数据
保护、社交网络匿名保护、数据溯源技术和访问控制
安全管理与
技术等。
隐私保护
3.2.4 熟悉大 数据隐私保护技术， 包括威胁发 现技
术、大数据认证技术、数据真实性分析技术、数据失
真处理技术、数据加密技术和限制发布技术等。
3.2.5 能够根业务需求明确数据权限，规范不同用户
对不同数据的权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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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数据
融合与共享
管理

4.1 大数据
治理方案制
定

4.大数据
治理实施
与材料编
制

4.2 大数据
处理与治理
实施

4.3 材料编
制

3.2.6 能够识别数据中的敏感指标，针对敏感指标进
行数据脱敏，保护数据安全。
3.3.1 掌握数据融合的概念，及其在大数据治理中的
意义。
3.3.2 掌握数据共享管理的概念，及其在大数据治理
中的意义。
3.3.3 了解对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不同来源数据进
行融合的基本方法。
3.3.4 了解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融合的基本方法。
3.3.5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明确数据共享的类型、方
式、内容、对象和条件。
4.1.1 能够根据业务情况，进行大数据治理的需求分
析。
4.1.2 能够根据需求分析，编制大数据治理方案。包
括大数据采集方案、大数据预处理方案、大数据分析
方案、大数据可视化方案、数据标准管理方案、数据
质量管理方案、数据安全管理方案、数据融合与共享
管理方案等。
4.1.3 能够指导初级、中级人员完成相关方案的制定
和编写。
4.2.1 能够根据大数据治理方案，进行数据采集、数
据预处理、分析与可视化、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
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融合与共享管理等大数据
治理工作。
4.2.2 能够与需求方进行有效沟通，解决大数据治理
实施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4.2.3 能够有效组织团队共同完成大数据治理实施工
作。
4.3.1 能够对大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体系、方
法、软件、模型等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知识库。
4.3.2 能够根据大数据治理的结果，撰写大数据治理
技术报告。
4.3.3 能够根据业务需要，撰写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标
准、规范及制度。
4.3.4 能够指 导初级、中级人员完 成相关材料 的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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