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聪明的大数据分析软件，快速挖掘企业数据价值！

Smartbi大数据分析-BI技术平台

让数据为客户创造价值广 州 思 迈 特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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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数据挖掘平台 

Insight
企业报表平台

Eagle
自助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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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商业智能解决方案。

通过Smartbi产品为客户提供企业报表、数据可视化、自助分析、数据挖掘等成熟功能
通过Smartbi应用商店为客户提供场景化、行业化数据分析应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在金融、审计、高校、制造、政府等行业获得数千家领先客户认可，口碑良好

Smartbi
数创未来、智能有我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报表
自助分析

人工智能

数据可视化
数据挖掘

数据准备 数据采集

数据挖掘 & Excel融合分析

2019-20202017-20182015-20162011-2014
自然语言 & 自助仪表盘透视分析 & 即席查询电子表格 & 分析报告

公司发展历程

Smartbi 品牌创立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
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奖

天使轮 1500 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创新应用奖
北航、山大等大数据挖掘实验室

A 轮方广资本 4000 万
中国大数据百强企业
中国十佳商业智能方案商
中国 CIO 最信赖供应商
中国科技创新企业 100 强
中国软件行业 BI 领域值得信赖产品

B 轮高成资本、琥珀资本 1.25 亿
通过 CMMI 三级认证
金数榜中国大数据优秀解决方案 50 强
中国数据智能创新企业 50 强
爱分析 · 中国科技创新企业 100 强
入选工信部“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
决方案案例集（2019 年）”
入选 Gartner 增强分析 2020 代表厂商

入选Gartner增强分析2020代表厂商
“中国科技创新企业100强”
“中国十佳商业智能方案商”

“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大数据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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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合作、成长、共赢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南大学 东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华为 北汽集团 广汽集团VIVO手机 中国移动 普利司通轮胎白云山制药 盒马鲜生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行 北京银行 南京银行 银联国际广东农信中信银行

钻石世家

铂涛集团 蒙牛乳业 哔哩哔哩（BILIBILI）

淘宝中国 龙湖地产 万达酒店联想郑州宇通碧桂园 腾讯集团

京东方 珠江啤酒 利洁时家化（中国）真功夫 中译语通

中国人寿 太平洋保险 泰康人寿 招商证券 银河证券 国金基金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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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长、共赢

我们的客户

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泰康保险、中国人保、中国太平、
阳光保险、泛华保险、招商信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建信保险、华夏人寿、珠江人寿、幸福人寿、爱心人寿、
中英人寿、英大泰和人寿、国宝人寿、华贵人寿、海保
人寿、安心财险、天安财险、建信财险、华海财险

保险

国金基金、华夏基金、嘉实基金、银华基金、建信基金、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永赢基金、百瑞信托、紫金信托、
安信信托、云南国际信托、北银消费金融、海尔消费金
融、中银消费金融、锦程消费金融、金美信消费金融、
前海大数据金融、宝象金融、长安汽车金融、前海新心
金融、拉卡拉、银联国际、民信、申银万国期货、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PICC 人保资本、金证财富、诺亚财富、
通用财务、光大云付、中债资信、翼支付、招商局财务、
中再资产、信达资产、中银易家、现金巴士、随行付

其他

中信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中投证券、民生证券、
光大证券、中证信息、渤海证券、联储证券、金元证券、
财通证券、东莞证券、安信证券、申万宏源证券证劵

金融典型客户

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厦门国际银行、东亚银行

合资银行

北京银行、广州银行、东莞银行、华兴银行、南京银行、成都银行、
达州银行、绍兴银行、台州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洛阳银行、
长沙银行、大连银行、阜新银行、廊坊银行、晋中银行、宁夏银行、
张家口银行、平顶山银行、石嘴山银行、桂林银行、齐鲁银行、
泉州银行、徽商银行、柳州银行、贵阳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广东省农信、福建省农信、山西省农信、河南省农信、

黑龙江省农信

农村信用社

上海农商、重庆农商、南海农商、淮海农商、紫金农商、
新会农商、大丰农商、金谷农商、泰州农商、太仓农商、
浙江上虞农商、台州路桥农商、滨海农商

农村商业银行

百信银行、昆仑银行、华瑞银行、新网银行、三湘银行、瑞丰银行、

微众银行

其他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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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政府企业 高校

能源

地产

运输

科技

零售

其他
盒马鲜生、钻石世家、卓诗尼、ESPRIT、红蜻蜓、爱帛服
饰、袋鼠皮具、淘宝中国、合生元、新华百货、无限极、花
生好车、OPPO 手机、vivo 手机、地利生鲜、广济大药房

保利置业、富力地产、正合地产、奥园地产、复地集团、
敏捷集团、济南中垠地产、四川邦泰置业、印力集团、
旭辉集团、鸿坤集团

海航集团、香港航空、天津航空、华洋海事中心、中国邮政、
德邦物流、北京顺丰速运、恒通物流、外运物流、壹米滴答、
优速物流、万邑通

华为 CBG、腾讯集团、智能航空系统、航天信息、华星光
电、寰烁科技、金卡高科技、联想、源芯软件、天源科创、
中脉科技、融通智联、智言金信、南方数码、万声通讯、
中汇信息技术、汉门科技、北京方正世纪、中译语通、
中科金证、河北世窗信息、威富通科技、中水联科技、
易营科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西安云海、豪恩集团、
中发智造、易仓科技、中软解放号平台、奥拓电子、印嘉
商用技术、北京简易、元六鸿远、京东方、国富安电子商
务、平安科技、国泰新点、长亮科技

湖北真快活、上海钢联电子商务、动向体育、广州酒家、
南京壹号家、万达酒店、铂涛集团、北方朗悦酒店、映客
直播、真功夫、业之峰装饰、华宏汽车、翔业集团、安迅
思、新华医疗、中国电子进口 总公司、东阳光、北京资源
亿家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金诚信、SGS 通标标准技
术服务、大众公用、珠江投资、用友审计软件、天九共享
控股集团、步阳集团、齐心集团、哔哩哔哩（bilibili）、
雪松控股、厦门建霖、凌云股份、金域医学、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成都基准方中、平安集团、湖南怀仁大健康、
华电集团、旗滨集团、富深协通、J.D. Power（君迪）、
海科融通、花伴里集团

企业典型客户

通信

北京电信、上海电信、广东电信、甘肃电信、联通华盛、
北京移动、广东移动、惠州移动、四川攀枝花移动、电讯
盈科

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天津电网、信义能源、
北京能源集团、中航国际新能源、国投电力、华中电力、
华润电力、华能集团、太原钢铁、敬业钢铁、中信泰富
特钢、扬州泰富、信义能源

制造

白云山制药、联邦制药、赛生制药、誉衡药业、生机集团、
珍宝岛药业、海螺集团、东江集团、山河智能、兴发铝业、
川恒化工、金风科技、广汽集团、广汽三菱、上汽依维柯、
普利司通轮胎、力帆集团、三环锻造、蒙牛乳业、中粮集团、
珠江啤酒、九江酒厂、众品食业、宝光股份、奥马冰箱、
利洁时家化（中国）、飞毛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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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省级

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

气象局、中国保监会、中央网信办、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蔬菜协会、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土资源部、国家卫健委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环境信息中心、广东省气象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

管局、浙江省人民政府、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陕西省信用管理办公室、湖南省水利厅、福建省水利厅、福建

省国家税务局、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经济信息中心、内蒙古发改委、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信息中心、宁夏

信息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海南省审计厅、内蒙古自治区价格监测中心、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河北

省卫计委、海南省工信厅、湖北省地质调查院、山西省地税局、四川省公安厅、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检测院、重

庆市统计局、湖南电科院、云南省党政、北京地铁、新疆税务局、湖北省财政厅

广州市地税局、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州市统计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

圳市国税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总工会、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天津市口

岸办、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发改委、厦门市财政局、海口市地方税务局、宝鸡市公安局、中山市财政

局、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南宁市政府办公室、江苏盐城盐都区审计局、柳州市电子政务、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济南市历下区审计局、绵阳市审计局、威海市审计局、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漯河市政务服

务中心、惠州市财政局、韶关市国土资源局、重庆南川区人民医院、绍兴市财政局、东莞康复医院、广勘设计院、武

汉市民之家、佛山市税务局、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铁路成都局、厦门轨道交通集团、舟山市烟草公司、深圳

海事局、天津市科研所、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西安市科技局

政府典型客户

国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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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典型客户

世界知名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燕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刑事

警察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国内知名大学

湖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长江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广东警官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南华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河北经贸

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遵义医学院、北方民族大学、中原工学院、新乡医学院、吉林化工学

院、湖北美术学院、九江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上海商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楚雄师范学院、重庆三峡学院、黄冈师

范学院、成都工业学院、皖南医学院、贵州师范学院、河北金融学院、白城师范学院、湖北医药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四川文理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哈工大深圳校区

区域知名大学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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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

粤

京

沪

津

鲁

鄂川

陕

闽

天津分部

济南分部

豫 郑州分部

上海分部

厦门分部

深 深圳分部

北京分部

广州总部

武汉分部成都分部

新乌鲁木齐分部

西安分部

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潜在客户和合作，欢迎来电来函沟通咨询！

sales@smartbi.com.cn

行业

客户

60 +

3000 +

代码

300W +

研发人员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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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业务，分析自然也需要“回归”业务

全面的需求满足能力

Smartbi大数据分析-BI技术平台
企业BI的自助化应用趋势

使用BI数据分析的更多能力，将逐渐成为业务专家的“标配”

业界对企业BI定义的三个阶段

数据准备
描述业务

分析原因
预测趋势

业务驱动IT驱动

驱动变革

Smartbi Eagle Smartbi Mining

传统BI：企业报表 自助BI：可视化数据发现 智能BI：增强分析 

面向IT人员，满足定制化的业务需求

需要预建语义模型

报表报告、多维分析、参数化仪表盘

面向业务用户，解决需求的临时和多变性

无须预先建模，自助数据处理

可视化数据探索、Excel融合分析、社交协同

面向业务问题，更简单、更深入的

洞察数据

增强数据建模和数据处理

自然语言查询、机器学习

Smartbi Insight



Smartbi Insight
核心产品

企业报表平台
面向经典的商业智能场景，帮助技术人员快速部署和开发BI系统。

集中的中国式报表以“真Excel”为特色，将Office Excel和WPS表格变为企业级Web报表设计器，表格样
式与计算逻辑的灵活性不言而喻。

以中国式报表、多维度分析、可视化仪表盘为核心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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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报表

多维度分析

可视化仪表盘

多维度分析
支持基于多维数据库的OLAP分析
支持基于关系数据库无需建模的多维分析
支持自助的跨库关联和高速缓存加速查询性能

中国式报表   
直接在Excel中完成各类报表设计和发布
借助Excel图形和ECharts图形实现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仪表盘
所见即所得的仪表盘设计界面，支持智能配图推荐
丰富的交互控件和图表组件，支持各种布局



借助Excel的强大，赋予其“设计器”的责任，从此Web报表更丰富、更灵活，降低企业报表开发门槛！

No.1 / 中国式报表能力全面
Smartbi Insight

超越经典 · 报表首选

SMARTBI

www.smartbi.com.cn

简单、高效、智能，可快速搭建的企业级Web报表。
从报表开发的数据准备、样式设计、数据计算、数据可视化到互动逻辑、共享发布。

企业报表解决方案专家



Smartbi Eagle
核心产品

自助分析平台

Smartbi Eagle围绕业务人员提供企业级数据分析
工具和服务满足不同类型的业务用户，在Excel或
者浏览器中都可实现全自助的数据提取、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共享，具有无以伦比的适用性。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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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表，找科技部”

突破瓶颈，推动企业的数据化运营

1
DAYS

3
DAYS

2
DAYS

∞慢沟
通

各
项

事
物 提

需
求

等待审批、立项、开发



不仅仅是可视化和自助分析，更可以OLAP多维分析，互通共享，千人千面。

数尽其用 · 人尽其才

SMARTBI

www.smartbi.com.cn

Eagle通过强管控、全自助和真共享实现企业级数据门户

大数据时代最落地的自助分析技术，让您的Excel技能发挥更大价值！ 

面向Excel用户的自助分析

个性门户 数据导航 数据答疑分析商店
帮助用户了解有什么数
据、以及数据在什么地
方等问题

千人千面的数据生态门
户，包括个性收藏和商
店更新、系统通知等

将用户制作的报表、报
告在全公司内分享，共
享传播经验

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
题，如何及时响应并解决

真
共
享

自助数据报告

自助数据准备

自助数据查询     +     自助数据探索

逻辑业务主题

Excel

自
助
分
析

使用Excel自行完成受控数据提取   

无缝联合线下和线上数据，实现二次加工

可使用Excel透视表来分析和展现数据

模板和数据分离，模板可重用，数据动态更新

安全发布共享到Web和手机端

A

B

C

D

F

全
自
助

多级安全 可靠性能 受控开放 跨库查询 分布式计算

1 2 3 4 5 强
管
控

扫码观看演示视频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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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数据挖掘产品特色

Mining 算法丰富，而且可扩展

Smartbi Mining
数据挖掘平台

Smartbi Mining通过深度数据建模，为企业提供预测能力支持文本分析、五大类算法
和数据预处理，并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流程式建模、拖拽式操作和可视化配置体验。

Smartbi Mining数据挖掘平台支持多种高效实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包含了分类、回归、聚类、预测、关联，5大
类机器学习的成熟算法。其中包含了多种可训练的模型：逻辑回归、决策树、随机森林、朴素贝叶斯、支持向
量机、线性回归、K均值、DBSCAN、高斯混合模型。除提供主要算法和建模功能外，Smartbi Mining数据挖掘
平台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据预处理功能，包括字段拆分、行过滤与映射、列选择、随机采样、过滤空值、合
并列、合并行、JOIN、行选择、去除重复值、排序、增加序列号、增加计算字段等。

核心产品

适合大型企业

适合普通用户

专业算法能力

分布式云计算，线性扩展，保证性能，与BI平台无缝整合，一键发布挖掘模型，
模型库提高知识复用，减少重复投入，支持跨库查询，统一控制数据访问权限，
训练自动化、模型自学习。

直观的流式建模，极简风格的节点配置界面，支持可视化探索，轻松理解数据
质量和数据并联，流程节点在线帮助，模型超参数自动调整。

内置５大类机器学习成熟算法，支持文本分析处理，支持使用Python扩展挖掘
算法， 支持使用SQL扩展数据处理能力。

分类 回归 关联 预测 聚类



机器学习 · 预测未来

SMARTBI

www.smartbi.com.cn

扫码观看演示视频

基于分布式计算的机器学习平台

数据输入

Hbase 跨库查询 高速缓存RDBMS文本数据

外部数据 Smartbi数据集

数据准备

统计分析 ETL预处理 特征选择 可视化探索 异常处理 特征降维 SQL脚本扩展

建模评估

模型库 流式建模与评估 Python扩展机器学习算法文本分析处理

结果输出

HDFS 服务接口 Smartbi作业RDBMS

数据输出 模型输出

分类、回归、聚类、预测、关联

多样化参数配置

拖拉拽式便捷操作



智分析云平台
核心产品

智分析采用“Smartbi云数据服务+Excel插件+Excel自身功能”的组合，您的Excel
分析报表即刻成为团队的云端分析应用。

5分钟即可搭建一个业务分析应用，即使需求变动也可灵活修改

人人会用，随需而动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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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分析介绍

零代码开发

快速上线

只要会用Excel，不需要写代码，任何岗位的你快速创建分析应用

提供销售、财务、运营、人事等全场景的分析模板
丰富的分析模板



行级的权限控制，每个人看到自己的数据。

敏感数据脱敏显示，保障数据安全。

Excel报表也能控制数据权限

SMARTBI

www.smartbi.com.cn

从ERP/CRM等业务数据库取数，报表完全自动化。

日报表/周报表制作效率提高10倍。

连接数据库，报表数据实时变化

Excel直连数据库

在Excel中对数据进行二次加工，告别依赖于IT人员处理的困境。

数据有错误也不怕，能够对缺失、不规范的数据进行二次加工，

并能将这些数据入库。

不受限制的分析思路，按您的想法加工数据。

将本地数据和线上数据结合起来分析。

真自助，数据加工不求人

团队云端协同工作，共享数据智慧。

告别邮件、IM软件相互传输Excel报表的繁琐。

微信/钉钉也能查看。

Excel报表发布到云端

再造 Excel 数据分析生产力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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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客户采访

客户心声
合作、成长、共赢

新华百货

宝光股份

天士力集团

白云山制药

三环锻造

珍宝岛集团

引进Smartbi之前我们非常迷茫，全都是自我钻研，慢慢去做。Smartbi上线以后，对我们最大
的好处就是解决了我们取数的统一性。

Smartbi技术人员比较年轻，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共性非常强，能快速准确地解决问题。
而且通过平台可以扩展很多内容，直接面对使用人员的需求。

Smartbi产品简单易用，让我们能快速掌握前端开发技术，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可随时随地用
手机查看实时报表数据。我们和Smartbi合作很顺利，在技术上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使用Smartbi后，感觉产品有4方面的优势：产品更新速度快，软件界面友好用户易上手；
开发难度中等；产品跨平台能力强；而且服务跟进到位，遇到的问题都能快速解决！

我们在选型的时候调研了很多公司，Smartbi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别人没有的新功能，对我们很
有启发。最终我们在多个BI工具评选的时候都倾向Smartbi，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Smartbi平台应用后，我们实现了有分析，有逻辑，有图有表的展示内容，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
让数据的使用者真正了解数据本身代表的东西。



SMARTBI

www.smartbi.com.cn

再造 Excel 数据分析生产力

手机报表DEMO 产品论坛 视频课堂

学习与认证
合作、成长、共赢

全面的课程体系

场景式体验 快速入门 企业报表 报表进阶 自助分析 数据挖掘

多角色的产品认证

扫码了解更多

所有产品基础课程和快速的入门方法

Smartbi基于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职业发展生命周期，针对不同用户、产品类别，精心打造层次化的认证培训体系。
一站式在线学习、实验与考试，助您提升专业技能，成就职场新机遇。

考察Smartbi Insight产品基础理论知识
和报表设计等功能应用操作能力

报表工程师
考察Smartbi Eagle 产品基础理论知识

和自助数据分析工具操作能力

数据分析师
考察各产品用户管理、系统运维等基础理论

和系统管理各功能功能操作能力

系统管理员

REC DAC SEC



公众号二维码官网二维码

400-878-3819
www.smartbi.com.cn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sales@smartbi.com.cn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136号华天时代大厦三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