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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背景

本训练营主要培训数据分析与数据呈现的 Power BI 实战技能，培养满足企业工作需要的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技能要求，使学员具备良好的数据处理、数据建模分析、特别是数据可视化

报表呈现能力。

 您的工作是否面临以下难题：

 有大量重复性的手工整理数据工作

定期从系统抓取数据，需要对格式做重复性修改(改日期格式、分列、去重、合并等)；当数

据量较大，处理几十兆的 Excel 文件和超百万行数据，Excel 出现了崩溃和卡顿情况；使用

多个数据源，手工复制粘贴来合并，或者经常用 vlook up/index/match 等函数把多表数

据合并到一张表中。

 周期性报告的需求多变

季度要求变月份，产品、渠道、地域等维度，导致报告重做；需要定期按周、月、季度制作

KPI 和仪表板展示数据；向 IT 部门提交的自动化数据支持需求开发周期太长或者无法及时

满足；高级数据应用需要懂 VBA 语句或者 SQL 查询语言。

 需要用数据可视化来讲故事

Excel 提供的基本图形无法满足需求，如地图、树状图、瀑布图、帕累托图等；修改坐标、

颜色、数据标签等美化图表的工作耗时；需要交互式分析来多角度分析；经常分享报告给他

人，希望别人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也可以阅读。

 课程收益

— 通过企业实战案例，掌握 Power BI 职场工作实用功能；

— 学习 Power Query 数据整理、清洗、组合，整理数据更加得心应手；

— 学习 Power Pivot 数据分析、数据建模的方法，分析数据高效准确；

— 掌握 Power BI Desktop 数据可视化呈现技术，享受无与伦比的图表视觉盛宴。



 课程核心

六周六大模块系统学习，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Power BI“大餐”

 适合人群

无论你是行业精英还是职场新人，无论你是财务、人力、销售、行政还是运营岗位，只要你

同数据打交道，Power BI 就能助你一臂之力，从大数据的牢笼中解放，告别数字搬运工！

 讲师资历



王中明

欧美大型跨国企业高级数据分析专家，同时担任中国区企业 Power BI & Office 培训讲师。

国内较早接触 Power Platform 平台的技术尖兵，在 Power Platform 开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除

了精通 Power BI & Office 外，对 Power Apps/Power Automate/Share point/Excel/Power

Point/Word 等工具也非常有实战经验。

• 天津大学计算机技术硕士

• Six Sigma 黑带专家

• Office Master 国际大师认证

• 微软 Power BI 数据分析师认证

• 微软 MCT 讲师认证

• Microsoft MCSE 认证工程师 – Win Server 方向

• 首届微软中国 Power Platform 黑客松大赛全国二等奖

• 微软 Power Platform 中文社区讲师

• 首届 Microsoft Power Automate 黑客松大赛技术评委

 训练营模式：录播课学习任务+线上直播辅导提升+作业反馈+学习群互动疑

 易迪思企业训练营优势：



另有实战专家带你体验：

 进行 PBI 报告互动的权限

 行级别权限控制报告的权限

 课程大纲

第一周 PowerBI 介绍以及基础知识

1.1 下载、注册和安装

1.2 什么是 Power BI

1.3 Power BI 初体验，分分钟制作一个报告

1.4 Power BI 核心组件串讲

1.5 Power Query 介绍以及十大基本功

第二周 数据清洗加载和转换

2.1 报表与数据表互转

2.2 完成其它表的处理

2.3 通过 IF 语句来提高列质量

2.4 常见的合并操作

2.5 常见数据源(上)

直播 动手实战+常见数据源(下)

第三周 数据建模以及 DAX 基础

3.1 DAX 基础+万能函数 Calculate

3.2 数据模型(上)

3.3 数据模型(下)

3.4 常用函数介绍（上）

3.5 常用函数介绍（下）

直播 动手实战+答疑

第四周 DAX 进阶以及数据可视化

4.1 时间智能函数（上）

4.2 时间智能函数（下）

4.3 通过占比计算来理解上下文

4.4 常见的几种可视化的介绍(上)

4.5 常见的几种可视化的介绍(下)

直播 动手实战+答疑

第五周 增强式交互体验

5.1 编辑交互详解

5.2 通过书签实现页跳转

5.3 通过报表提示页来实现高级可视化

5.4 报告的发布分享以及工作区/报表/仪表板/磁贴祥解

5.5 如何在报告中实现 TopN

直播 动手实战+答疑

第六周 实战经验大放送以及 RLS 权限控制亲身体验

6.1 把自己的 Power BI 的公式和表整理到世界级标准

6.2 五大山寨功能和微软官标功能总结对比



6.3 实战开发的几大初始设置

6.4 终极杀器，实现高级可视化功能的函数

6.5 如何在报告中实现钻透功能

直播 动手实战+答疑

 报名方式

开营时间：2 月 23 日开营，六周结营

个人报名：2980 元／人；

企业团报（3 人及以上）：2680 元／人，企业团报可单独分组。

注，报价含讲师课酬，线上服务运营费，课程物料及税费。

联系方式：电话：010-85890861 邮箱：training@eddic.net

 参训须知

 课程完整构架

开营 + 自学课程 + 知识分享 + 互动／作业／点评 + 复盘／结营。

 教学安排

讲师+易迪思助教协同完成训练营学习。参课学员需依照课程设置完成学习任务，听从讲师

及助教指引安排，积极参与互动。

 教学平台

录播课自学平台基于小鹅通（学员账号登录），直播互动基于 zoom（课前助教公布登录 ID），

班级信息发布及交流基于微信群（易迪思开设学习专用群）。学员学习时，需保障稳定的网

络。

 点评／作业／互动

讲师结合班级学员人数，学习进度及水平，采取逐个互动、点评或挑选代表进行互动、点评，

请大家积极参与。

 疑难处理

学习过程中，如有问题可随时咨询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