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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Data Types and Sources 数据模型

Data Collection 数据采集

Data Preprocessing 数据预处理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数据探索性分析



探索式数据分析
探索式数据分析

数据预处理 探索式分析 分析与
建模

结果呈现与
解读



探索式数据分析
探索式数据分析 -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不断探索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的过程
目标是发现数据中的模式，从而更好地理解数据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is an attitude, a state 
of flexibility, a willingness to look for those 
things that we believe are not there, as well as 
those that we believe to be there

From John Turkey 



探索式数据分析
什么是探索式数据分析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means studying the data to its depth to 

extract actionable insight from it
It includes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massive datasets, often in 

the form of charts and graphs
• Hence, it’s unarguably the most crucial step in a data science project, which 

is why it takes almost 70-80% of time spent in the whole project
• The better you know your dataset, the better you can make use of it!



探索式数据分析

探索式数据分析：做些什么工作
单变量分析Univariate analysis

• considering one variable at a time, learning each variable's distribution and summary 

statistics

双变量分析Pair exploration

• identify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irs of variables using two-dimensional graphs

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rger groups of variables can be analyzed to investigate and 

identify more complex relationships 可视化Visualization技术

也用于探索式数据分析

主要用于分析结果展现



Graphing Package
Get familiar with your favorite graphing package:
Matplotlib is widely used in Python
ggplot is good for more advanced plots (similar to R)
D3.js popular for interactive graphics, but low-level:

• Bokeh provides high-level primitives
• Vega/Vincent same goals, developed by Trifacta

Get fluent with plotting:
Histograms 直方图
Scatter plots散点图
Line and bar plots 折线/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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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数据分析——变量类型
变量类型



探索式数据分析——单变量分析

Univariate Analysis 单变量分析

类别型变量
• count/distinct value count/ distinct values/top values and frequency
• histogram直方图

数值型变量
• count/ max/min/mean/median/各个4分位点
• Line chart线条图
• density分布图(Central Tendency / Dispersion )
• box plot箱线图



探索式数据分析——线状图
线条图
一个变量：数值型 
 看趋势



Line Plots for Timeseries

Linear trend

Regular noise pattern  
Seasonal?

Range of values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直方图（Histogram）
直方图表示了数据在各组的频数分布情况

Revenue

Count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Skewed distributions 偏态分布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Long tailed distribution 长尾分布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Explore further by using, e.g. color and a histogram of multiple populations.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Some data are very hard to explain. 

Don’t try. Trace through the data pipeline to find where the strangeness comes 
from. Usually, it’s a processing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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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探索式数据分析——直方图
If data look normal, take a picture and save it for later…

Then periodically compare new data with old whenever there is a pipeline update.

Always try to have a theory of what the data should look like.



探索式数据分析——箱线图
箱线图：通过图形的方式表示数据的范围
Min, 25% Quartile, Median, 75% Quartile, Max



探索式数据分析——箱线图
箱线图
Find the median, lower quartile and upper quartile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 The median divides the data into a lower half and an upper half
• The lower quartile is the middle value of the lower half
• The upper quartile is the middle value of the upper half

12, 5, 22, 30, 7, 36, 14, 42, 15, 53, 25
请给出右侧一组数据的
lower quartile
A.  22

B.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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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数据分析——多变量分析
Bivariate analysis 双（多）变量分析
refers to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y two variables in the 

dataset 
•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and new insights through plots
• between any two predictor variables or with the target variable

• if strong relationships exist among predictors, the relationship could cause problems 
during the model development

• Some of the techniques
• Scatter Plots 散点图
•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
•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heat map 相关性系数 （热力图）



探索式数据分析
多变量->双变量
降维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Deal with high dimensional data
Reduce the dimension first

• understand the fields in the data that account for the most variance between 
observations

• Reduce data volume
The visualize in 2d or 3d space to understand the dat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主成分分析

41

PCA: Allows visualization of high-dimensional continuous data in 2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are the strongest (highest variation) 
dimensions in the dataset, and are orthogonal. 



探索式数据分析——多变量分析
Pair variables：可视化
Numerical vs. Numerical

•  Scatterplot散点图/ Heat map for correlation热力图

Categorical vs. Numerical
• Histogram直方图 / categorical box plot分类箱型图

Two Categorical Variables
• Bar chart柱状图/Grouped bar chart分组柱状图



探索式数据分析——柱状图
柱状图
一个变量为离散型（Categorical）、一个变量为数值型



探索式数据分析——散点图
散点图
两个变量均为数值型



探索式数据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据冗余
属性上的相关性会导致一些属性间存在冗余信息
皮尔森相关系数



Hexbin Plots六边箱图for Many Instances

数据量太大，看不
清晰

六边箱图揭示变量关
系



探索式数据分析——热力图
热力图示例
两个变量均为离散型，计算相关性

1 1

1 1

1 0



探索式数据分析——大于两个变量

50

堆叠柱状图 Stacked plot: stack variable is discrete:



探索式数据分析——大于两个变量

51

平行座标图 Parallel coordinate plot: 显示多变量的数值数据，最适
合用来同一时间比较许多变量，并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
比较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系列产品（比较不同型号的计算机或汽车规
格）。



探索式数据分析——大于两个变量

52

雷达图Radar Chart:用来比较多个定量变量的方法，可用于查看哪
些变量具有相似数值，或者每个变量中有没有任何异常值。此外，
雷达图也可用于查看数据集中哪些变量得分较高/低，是显示性能
表现的理想之选。



https://datavizcatalogue.com/ZH/index.html



探索式数据分析——Python工具集
数据探索与数据预处理
工具集

• Pandas
• Numpy
• Matplotlib
• Seaborn
• plotly



探索式数据分析
警惕EDA的坑
不要迷信“客观”的数字
基于统计，所有人给出的数字都是客观的
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更客观一些……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探索式数据分析
EDA需要警惕的“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入学申请是否存在性别

歧视？

申请人数 录取率
男生 2691 45%
女生 1835 30%

YES!



探索式数据分析
EDA需要警惕的“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入学申请是否存在性别

歧视？
院系

男生 女生
申请人数 录取率 申请人数 录取率

A 825 62% 108 82%
B 560 63% 25 68%
C 325 37% 593 34%
D 417 33% 375 35%
E 191 28% 393 24%
F 373 6% 341 7%

合计 2691 45% 1835 30%

 女生录取率低是因为大部分女生申请对男女录取率都低的院系！

辛普森悖论
• 在分组比较中

都占优势的一
方，在总评中
有时反而是失
势的一方

Drill in
院系



探索式数据分析
EDA需要警惕的“坑”
谁会赢得美国大选，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 选前民调：希拉里支持率52%、特朗普支持率48%
• 假设：所有选民在最终投票时不改变主意

WIN



探索式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 简单计数（可视化）
假设选前随机找了1000人进行民调

• 简单计数（可视化）
• 这1000人就是我要考虑的总体（Population）
• 统计支持希拉里的人数：520人
• 统计支持特朗普的人数：480人
• 结论：希拉里必胜！



探索式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 简单计数（可视化）
假设选前随机找了1000人进行民调
数据分析：应具备统计思维

• 要考虑的总体是所有在当天投票的人
• 这1000人是我抽取出的样本（Sample）
• 通过样本估计出的支持率存在误差：

• 希拉里：52% ± 3%
• 特朗普：48% ± 2%

结论：特朗普也有胜算！



探索式数据分析
假设你在某家研发移动端APP的公司实习
APP用户中有10000人使用Android设备、5000人使用IOS设备，整体的付费

转化率是5%。
细分发现其中：

• IOS设备的总体转化率为4.17%
• Android设备的总体转化率为5.82%。

“英明”的老板得出结论：IOS平台的用户付费转化率低下，建议放弃IOS平
台的研发
可聪明的你通过生活经验知道IOS平台的用户更愿意付费，请问你如何用数

据说服你的老板？

vs.



探索式数据分析——案例分析
步骤1：提出问题
IOS和Android平台的用户，谁付费转化率更高？

步骤2：收集数据
请思考你要收集什么数据？

步骤3：分析数据

Android手机 IOS手
机 Android平板 IOS平板

转化 50 100 500 100
未转化 1950 3400 7500 1400

转化率 2.56% 2.94% 6.67% 7.14%

请你谈谈，为什么要收
集更细粒度的数据?

Drill in
手机|平板



探索式数据分析——案例分析
步骤1：提出问题
IOS和Android平台的用户，谁付费转化率更高？

步骤2：收集数据
请思考你要收集什么数据？

步骤3：分析数据

Android手机 IOS手
机 Android平板 IOS平板

转化 50 100 500 100
未转化 1950 3400 7500 1400

转化率 2.56% 2.94% 6.67% 7.14%

请你谈谈，为什么要收
集更细粒度的数据?

你觉得那种设备
的转化率更高？

A.  IOS
B. Android

�  



探索式数据分析——案例分析
步骤4：原因分析
汇总手机和平板的数据时，忽略了二者在“量”的差异——将“值

与量”两个维度的数据，归纳成了“值”一个维度的数据

Android手机 IOS手
机 Android平板 IOS平板

转化 50 100 500 100
未转化 1950 3400 7500 1400
转化率 2.56% 2.94% 6.67% 7.14%

Android设备 IOS设
备

转化 550 200
未转化 9450 4800
转化率 5.82% 4.17%

• 粗粒度的数据（如对比IOS和Android
总体情况）往往没有多大参考意义

• 要细分到具体设备、获取渠道等再进
行比对才有价值

总量10000 总量5000



探索式数据分析——案例分析
步骤5：形成报告
假设你的老板看不懂这么复杂的图表……
对于占总体少数比例的样本加以更高的权重，也就是“逆概加权”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 依旧是上面的例子，对于汇总的每个子群体加权，权重为该子群体在总

群体里出现的概率的倒数
IOS手机 IOS平板

转化 100 100
未转化 3400 1400

100 ∗ 50003500 + 100 ∗ 50001500

3500 ∗ 50003500 + 1500 ∗ 50001500

= 4.8%

Android手机 Android平板
转化 50 500
未转化 1950 7500

50 ∗ 100002000 + 500 ∗ 100008000

2000 ∗ 100002000 + 8000 ∗ 100008000

= 4.4%

子群

100 + 100
3500 + 1500

50 + 500
2000 + 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