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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功能概述 

 

蓝鲸数据挖掘平台（https://bw.dashenglab.com/），采用图形化方式建

模，内置统计、降维、分类、聚类、回归等模型，引入物流与供应链等多行业

实战案例，训练学生运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解决实际业务问题的能力。 

 
图 1-1 蓝鲸数据挖掘官网 

1.1 数据预处理 

提供全面的数据处理方法，实现原始数据的清洗和转换，如缺失值处理、

数据标准化、PCA 降维、数据合并、离散化、异常值处理等。 

 
图 1-2 数据预处理功能 

https://bw.dashe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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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可视化 

实现智能的数据可视化展示，如直方图、箱线图、树图、散点图、维恩图、

地图、序列图、相关图。 
 

 

图 1-3 可视化散点图展示 

1.3 数据建模 

提供丰富的机器学习算法，如多元回归、决策树、逻辑回归、神经网络、

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关联规则、聚类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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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决策树算法结果展示 

 

1.4 模型评估 

支持预测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模型的评估，如混淆矩阵、ROC 曲线、

误差分析（RMSE、MSE、MAE）等。 

 
图 1-5ROC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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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指导 

 

1.进入蓝鲸数据挖掘官网 https://bw.dashenglab.com，点击导航中的“下

载”； 

 
图 2-1 首页下载页面 

2.根据电脑系统版本，双击图标下载。 

 
图 2-2 软件下载 

  

https://bw.dashe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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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户（教师）操作指南 

 

3.1 注册登录 

使用蓝鲸平台的专业数据及案例资源、教研功能，须注册并登录平台。平

台支持两种注册方式：（1）邮箱或手机号注册；（2）微信扫码注册。 

3.1.1 邮箱或手机号注册登录 

操作步骤：在蓝鲸平台官网导航栏点击【资源广场】，点击右上角【注

册】，如图 3-1；点击【立即注册】，按要求输入信息，注册完成后即可登录，

如图 3-2。 

 
图 3-1 进入资源广场注册 

 
图 3-2 注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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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微信扫码登录 

操作步骤：进入【资源广场】，点击右上角【注册】，选择【微信扫码】

即可快速登录，如图 3-3。 

 

图 3-3 微信扫码登录 

3.2 团队管理 

3.2.1 团队空间创建 

教师可申请创建团队，作为团队超级管理员的身份邀请学生或教师（指导

员）加入团队，并对学生进行管理，方便教学。 

操作步骤：点击【资源广场】-【企业控制台】-【导入新空间】-【创建新

空间】，输入空间名称，点击【创建】。 

 

图 3-4 导入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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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创建的空间经授权后获得超级管理员权限，可进行用户管理、教研管

理、资源管理。 

3.2.2 教工管理 

创建团队审核完成后，团队超级管理员可以添加其他教师加入团队。教师

加入团队，教师享有与团队指导员一样的权限，包括：数据研发、授权数据、

添加邀请学员等。 

操作步骤：点击【资源广场】-【企业控制台】，将鼠标放在人头图标设置，

点击【大圣实验楼】如图 3-5 所示。 

 

图 3-5 大圣实验楼 

进入大圣实验室，双击团队名称，点击【教工管理】-【邀请】，用户可通

过链接或直接添加的方式添加教师账号，邀请教师加入团队，如图 3-6 所示。 

 

图 3-6 添加教师 

3.2.3 学员管理 

1、创建团队审核完成后，团队指导员可邀请学员加入团队。 

2、操作步骤：点击【学员管理】-【邀请】，如图 3-7 所示；邀请方式包括

链接邀请（适用人数较多）和直接添加（适用人数较少）。学员通过链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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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后；指导员点击【加入申请待审批】，可选择同意或者批量同意进行审批，

如图 3-8 所示。 

 

图 3-7 添加学员 

 

图 3-8 学员申请加入审批 

3.2.4 团队信息管理 

团队管理员可对团队 logo、团队名称、所属行业、团队精神信息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点击【团队设置】-【修改】，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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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修改团队信息 

3.3 教研管理 

用户创建团队之后，方可进行数据研发、案例研发。 

数据研发：用户可自行创建数据，上传数据集至官网。 

案例研发：用户可根据上传的数据集或平台数据集，自行设计案例，上传

官网。 

注：案例研发使用的数据集须为用户自行上传的或平台数据集。 

3.3.1 学员管理 

1、创建团队审核完成后，团队指导员可邀请学员加入团队。 

2、操作步骤：点击【资源广场】-【企业控制台】，单击团队名称，点击

【用户管理】-【成员管理】-【团队中导入用户】-【管理团队用户点击此处前

往】，进入界面后便可添加教师或成员，如图 3-10。 

 

 

 

 

 

 

 

 

 

 

 
图 3-10 团队成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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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数据研发 

操作步骤：点击【资源广场】-【企业控制台】，点击空间名称进入；点击

【教研管理】-【数据研发】-【新建数据集】图 3-11 所示；随后第一步创建数

据，输入数据集名称，点击【下一步，完善数据】，根据要求上传数据，如图

3-12、图 3-13 所示。 

 

图 3-11 新建数据集 

 

图 3-12 输入数据名称 

 

图 3-13 完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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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案例研发 

操作步骤：点击【教研管理】-【案例研发】-【新建案例】，如图 3-14 所

示；随后第一步创建案例，输入案例名称，下一步完善案例信息，根据要求上

传案例文件，如图 3-15、3-16 所示。 

 

图 3-14 新建案例 

 

图 3-15 输入案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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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完善案例信息 

3.4 资源管理 

用户在使用蓝鲸数据挖掘平台时，可为团队成员授权数据与案例的使用权

限，以供团队其他成员使用数据与案例。 

3.4.1 授权数据 

操作步骤：点击【资源管理】-【授权数据】，点击想要授权的数据集,如图

3.3-1 所示；点击【授权用户】，选择授权团队成员的姓名，点击【授权】，团

队成员即可使用用户授权的数据，如图 3-17、图 3-18 所示 

 

图 3-17 选择授权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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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选择授权用户 

若用户想要取消某数据集的已授权成员，点击【资源管理】-【授权数据】，

点击取消授权的数据集，选择取消授权的团队成员，点击【取消授权】，数据

将不再供团队其他成员使用。 

3.4.2 授权案例 

操作步骤：点击【资源广场】-【企业控制台】，点击用户先前创建的团队

名称，点击【资源管理】-【授权案例】，点击授权的案例，点击【授权用户】，

如图 3-19、图 3-20 所示；选择授权用户的姓名，点击【授权】。 

 

图 3-19 选择授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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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授权用户 

若用户想要取消某案例的已授权成员，点击【资源管理】-【授权案例】，

双击取消授权的案例，选择取消授权的团队成员，点击【取消授权】，案例将

不再供团队其他成员使用，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选择取消授权 

3.5 用户管理 

用户可在【用户管理】-【成员管理】中查询团队成员，教师，学员信息。

点击编辑图标，如图 3.4-1 所示，可对团队成员角色进行修改，也可进行【移除

用户】，如图 3.4-5 所示。 



第三章    用户（教师）操作指南 

 

 17 

 

图 3-22 成员管理 

 

图 3-23 用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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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源引入 

 

蓝鲸平台提供物流、电商、供应链等多个行业的数据和案例资源，供教学

或科研使用。平台资源包括免费资源和专业资源，免费资源所有注册用户均可

使用，专业资源需授权团队后使用。 

4.1 数据资源引入 

操作步骤： 

免费数据资源引入：点击蓝鲸首页导航栏的【资源广场】，点击【数据】

即可查看数据集列表，并且可以筛选需要的数据类别，如图 4-1，4-2。 

 

图 4-1 查看数据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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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加入我的 

专业数据资源引入：点击蓝鲸首页导航栏的【进入控制台】，点击进入团

队名称，点击【资源管理】-【授权数据】，选择授权的数据进行授权，见 3.4.1。 

之后打开下载的蓝鲸软件客户端，点击【蓝鲸】模块的【数据】组件并登

录，如图 4-3。 

 

图 4-3 蓝鲸数据挖掘软件中登录 

登录后双击打开画布上的【数据】组件即可使用已加入的数据资源，需要

选择数据集和数据表，如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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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打开数据集 

至此已完成了数据的导入。“数据”组件输出端可以连接到数据表格、特

征选择、缺失值处理等组件，具体的软件操作教程可在蓝鲸网站查看。 

4.2 案例资源引入 

操作步骤： 

免费案例资源引入：点击蓝鲸首页导航栏的【资源广场】，点击【案例】

即可查看案例资源列表，并且可以筛选需要的案例类别，点击需要的案例并

【加入我的】，此处和 4.1 免费数据资源引入步骤相似。 

专业案例资源引入：点击蓝鲸首页导航栏的【进入控制台】，点击【资源

管理】即可查看案例资源列表，并且可以筛选需要的案例类别，点击需要的案

例并授权给用户，此处和 4.1 专业数据资源引入步骤相似。 

之后打开蓝鲸软件，点击【蓝鲸】模块的【案例】组件并登录。登录后双

击打开画布上的【案例】组件，选择需要查看的案例并点击【下载】。和数据

资源不同的是，蓝鲸软件中打开的案例是工作流的形式，如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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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案例下载并打开 

至此平台案例的资源引入就完成了，可在软件中继续进行案例学习或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