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数据到底价值几何？
成熟的数据策略如何显著改善业务结果

执行摘要 

对 7 个主要经济体和行业的 1350 位业务和 IT  
领域决策者进行的全球性研究调查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进行的研究



数据是企业的命脉，推动客户参与，并将公司转变为数字
发电站。但企业一直难以量化数据的实际价值。

为了揭示这一价值，ESG 与 Splunk 合作，调查了 1350 
名全球 IT 和业务决策者。由此产生的报告确定了实现数
据使用成熟度在全球和关键行业的强大优势。

本执行摘要回顾了全球调查结果。

您的数据到底价值几何？

https://www.splunk.com/data-valu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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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成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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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数据到底价值几何？



让数据获得回报：重要发现

将最大的战略重点放在数据上，并优先运行所有数据， 
实现显著业务和经济效益的组织：

•	 由于改善了数据的使用情况，他们的年收入平均增加了	5.32%， 
	 同时年度运营成本减少了	4.85%。

•	 97%	的组织达到或超过了他们的客户保留目标，大多数	(60%)	 
	 超出了他们的目标。

•	 93%	的组织认为他们比竞争对手更容易做出更好、更快的决策。

•	 平均而言，通过更明智地利用数据，他们的总经济价值为	 
	 3820万美元，约占其总毛利的	12.5%。

达到数据创新者地位
的组织报告称，由于
数据使用的改善

5.32%

在过去 12 个月中， 
他们的收入增长了。



方法学：走向宽广和深邃
该报告基于对全球不同地区和行业的	1350	名	IT	和业务决策者的调查，涉及他们的组织如何收集、
管理和使用数据。符合调查资格的组织至少有	500	名员工，分布在北美、西欧和亚洲。调查数据于	
2019	年	7	月和	8	月收集。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中的数字之和可能不完全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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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授权、有效：定义数据使用成熟度

三个特征标志着组织的“数据使用成熟度”、即其发现所有数据并对
这些数据进行可操作化处理的成熟度：

1.	它致力于寻找黑暗数据，即未量化、未开发、未知的数据， 
	 并将其投入使用。

2.	对各种数据调查所需的先进工具和技能组合进行优化。

3. 组织的数据可操作化处理效果。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将每个组织划归为以下三个成熟度级别之一：
数据熟思者、数据采用者和数据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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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1%	的全球组织 
达到了数据创新者的地位

数据熟思者

数据采用者

数据创新者

按数据使用成熟度阶段
划分的受访组织 
(N=1,350)



数据熟思者 
(49%)

尚未挖掘数据的全部潜
力，报告称只有	32%	的
数据可操作并能够提供

价值。

数据采用者 
(40%)

开始积极确定数据策
略的优先级。但它们
仍在进化：平均而言，
数据采用者只使用了	

41%	的数据。

数据创新者 
(11%)

是最成熟的群体，通过
数据计划改善了收入
和任务成功。他们报告
说，他们	48%	的数据可
供实时业务使用。

成熟度曲线：从熟思者到创新者



50%

数据熟思者
数据创新者

更好的数据使用可以改善成果

数据创新者表现更好
竞争格局的变化几乎和客户预期一样快。快速支点必不可少，最成
熟的组织在创新、客户满意度和决策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数据创新者表示他们在开发和发布产品和服务方面通常领先于竞争
对手的可能性，是其竞争对手的	2.6	倍。

只有	3%的数据创新者未能达到或超过保留目标，相比之下， 
最不成熟的群体，即数据深思者的比例则高达	13%。

数据创新者报告他们的公司几乎总是比竞争对手做出更好、 
更快的决策的可能性是熟思者的	3	倍多。

五分之一的数据创新者从
过去	24	个月开发的产品
和服务中获得超过	20%	

的年收入	，相比之下，只有	2%	的数据
熟思者达到这一成就。

已经达到数据创新者地位
的全球组织中，有一半几
乎总是比竞争对手和同行
做出更好、更快的决策。

19% 

数据创新者超过
客户保留目标的
可能性是数据熟
思者的两倍。

2.1x



840 
万美元

1170 
万美元

1540 
万美元

数据熟思者 数据采用者 数据创新者

数据熟思者 数据采用者 数据创新者

3.97%

5.32%

2.84%

“您认为，在过去	12	个月里，
由于暗数据的减少，收入大
约增加了百分之多少？” 
（平均数）

更好的数据使用可以增加收入

成为数据创新者的经济价值是
什么？
如上所述，数据创新者报告称，通过更好地
操作他们的数据，收入在过去	12	个月中平
均增长了	5.32%，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数据
采用者或熟思者。

考虑到参与调查的组织的收入中值，在应用
平均利润率假设后，由于更好的数据使用，
这相当于平均净收入增加	1540	万美元。

受访组织报告的平均净收入增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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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1880  
万美元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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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4.85%

3.03%

“在过去	12	个月里，
由于暗数据的减少，
成本大约降低了百分
之多少？” 
（平均数）

更好的数据使用可以降低成本

我们询问受访者，通过改善数据使用，运营
成本是否降低，以及降低到了什么程度。 
总体而言，59%	的受访组织表示成本降低，
平均成本降低	3.59%。

数据创新者再一次超过了采用者和熟思者，
他们的平均成本降幅达	4.85%。

由于更好的数据使用，这相当于每年节省	
2280	万美元。

受访组织报告的平均成本减少（美元）：



2230 
万美元

4280 
万美元

2.077 
亿美元

中端市场数据
创新者 

（500-999	名员工）

中型企业数据 
创新者 

（1000-4999	名员工）

大型企业数据
创新者 

（5000	多名员工）

数据熟思者 数据采用者 数据创新者

3.94%

4.85%

3.03%

过去	12	个月通过更好地使
用数据而创造的经济价值。 
（平均数）

更好的数据使用的总价值

我们将报告的收入和成本改进结合起来，
对更高的数据使用成熟度所创造的总经济
价值进行建模。最终统计：平均而言，数据
创新者在过去一年中通过更明智地利用他
们的暗数据创造了	3820	万美元的价值，
这意味着他们今年总毛利的约	12.5%	归
因于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数据。

通过最大化数据使用成熟度带来的 
经济机会随公司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过去	12	个月创造的平均总经济价值）: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中国

澳大利亚

日本 74% 26%

54% 38% 7%

52% 41% 7%

47% 46% 7%

47% 45% 8%

46% 38% 16%

44% 40% 16%

每个成熟度分类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按国家和地区）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平均值	 
= 11%

成熟度状态：国家如何堆叠

大多数组织都有大量的机会
来提高数据使用的成熟度。
只有美国和德国的受访者获 
得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数 
据创新者水平（两者均达到	
16%，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11%）。

最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组 
织都留下了大量数据和价值 
未开发。

数据熟思者 数据采用者 数据创新者



工作数据：识别行业创新者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平均值	 
= 11%

行业的数据使用成熟度
如何累积：
只有技术和金融服务公司
的数据创新者水平高于总体
平均水平。即使在这些数据
最先进的行业，大约五分之
四的被调查公司仍然能够
显著改变他们从数据中获
取价值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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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48% 15%

34% 45% 21%

每个成熟度分类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按行业）



摘要：数据创新者改善成果

组织的数据成熟度与其改善底线业务成果的能力直接相关。

大约四分之三的数据
创新者通过操作黑暗
数据实现了收入增长。
连续	12	个月的平均收
入增长是	5.32%。

大约三分之二的数据创
新者通过操作黑暗数
据来降低成本。连续	12	
个月的平均成本减少是	

4.85%。

数据创新者从新开发的
产品中获得	20%	以上收
入的可能性比数据熟思

者高近	10	倍。

数据创新者通常比熟思
者在市场上击败竞争对
手的可能性高	2.6	倍。



摘要：创新者表现优于竞争对手

随着公司沿着数据成熟度曲线前进，他们更有可能通过以下指标报告更好的业绩：

一半的数据创新者获得
了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客
户满意度分数，比同等
成功水平的数据熟思者
的比例增加了	72%。

在过去	12	个月中，数据创
新者超过客户保留目标的
可能性是数据熟思者的	

2.1	倍。

数据创新者通常比数据
熟思者做出更好、更快决
策的可能性高	3.1	倍。

在相信自己在未来几年
将超越同行方面，数据创
新者的可能性是数据熟

思者的	4.4	倍。



69%

数据创新者的正确做法

数据创新者享受更好的业务成果，并从他们的数据中获取更大的
经济收益。有一些常见的行为和趋势将数据创新者与业绩较差的
同行区分开来。

1.	数据创新者拥有正确的文化。
数据创新者更有可能拥有一种“数据至上”的企业文化，这表明，对数据根深蒂
固的热情可以直接影响组织释放其数据资产经济价值的能力。

2.	数据创新者“将数据带到一切”。	
数据创新者使用数据和分析来支持各种职能部门的所有活动和流程，例如	IT	
运营、安全分析、销售、营销和财务。

3.	数据创新者越来越多地使用	AI，而且范围越来越广。
相对于数据采用者和数据熟思者，数据创新者也更有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来进行数据分析，并且在他们更大份额的数据资产中这样做。

的数据创新者认为
他们的公司文化是 

“数据至上”



重要建议：进化为成功

1.	为获得成功进行投入。
您的组织是否做了足够的工作来跟上这样的潮流和趋势？
为了最大化其数据的经济价值，组织必须愿意为分析计划
提供资金，无论是购买同类最佳的工具，还是雇佣和培训
具备通过数据分析调查重要业务问题的技能的员工。

2.	建立并增强领导力。
您的组织是否拥有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中蓬勃发展所
需的执行领导力？为了优化数据使用，首席数据官或同等
人员必须建立清晰的数据战略，推动内部计划，确保预
算，并改变公司文化，将数据放在首位。

3.	实现分析工具的普及。
您的组织是否为员工提供充分利用数据所需的适当工
具？做出正确的业务决策需要全面、准确的数据和正确的
分析工具。让广大员工都能使用这些工具至关重要。

4.	无处不在的自动化。
您的组织能否将分析师从手动监控任务中解放出来，进而
使他们能够探索数据，获得隐藏的分析结果？对	AI	驱动
的自动化的使用日益增加，这将极大地提高数据价值的
实现。自动化分析减少了人为错误，让员工专注于更高价
值的任务。

5.	测量您的机会。
您可以跟踪您的数据成熟度并量化数据资产的价值吗？
您无法管理自己无法衡量的东西。组织需要了解它们在
数据使用成熟度方面所处的位置，以便了解通过改进对
数据的利用、分析工具和技能以及（最终）它们在使用数
据来创建业务价值方面的有效性，他们可以获得怎样的
收益。

 



您的数据价值几何？
要获得数据总值的自定义估计值， 
请访问我们的计算器，网址为  
splunk.com/data-value-too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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