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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数据平台
介绍

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平台，是集丰富的数值型数据资 源

和强大经济计量系统为一体的数据信息服务平台。

EPS 数据平台拥有中、英文双语版本，其开发设计参考了 SAS、SPSS 等国际 著

名分析软件设计理念和标准，提供集数据检索、数据处理、云分析、建模预测、可

视化展现和个人中心于一体的强大系统功能，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 构、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教学、科研、投资与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覆盖领域多

包含80+6个数据库，300多个子库

数据总量超过40亿条，每年2亿新增数据总量超过40亿条，每年2亿新增

10亿+统计指标时间序列

40+领域，30+一级学科



涉及区域广

200+国家（地区）
若干特定区域与组织

31省（直辖市、自治区）
香港、澳门、台湾

300+市（地、州、盟）
2800+县（市、区、旗）

经济特区
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
保税物流园区

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

（ 400+特定区域类别）



数据粒度细

700+国民经济行业小类3000+上市公司
300+工业产品

700+高校 40+肿瘤分类



数据来源优

EPS与诸多数据发布部门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向
客户提供权威、准确、全面的数据库产品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也为EPS数据及时更新提供了保障。目前EPS数据平台80%以
上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做到全网首发。

及时准确 权威



EPS数据平台特点

权威性 及时性 准确性 便捷性



数据来源----权威性

数据库名称 数据来源

世界贸易数据库 联合国统计司署、中国海关

世界教育数据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国家统计局

中国金融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库 科技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卫生数据库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环境数据库 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

中国能源数据库 国家统计局

中国文化数据库 中国文化部、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浙江县市统计数据库 浙江省统计局

………… ……………………



数据新增----及时性

普查数据
1.经济普查数据库 县市数据1.经济普查数据库

2.人口普查数据库

3.农业普查数据库

4.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库

5.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库

6.工业普查数据库

县市数据
包含全国31个县市数据



数据更新----及时性

中国卫生数据库—中国卫生数据库—
—月度数据（全国）



数据录入----准确性



数据查找----便捷性



检索技巧检索技巧



EPS数据平台功能

指标检索 数据处理 数据可视化



EPS库内检索 跨库检索

指标检索----库内检索

EPS库内检索 跨库检索



当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指标在某个确定的数据库内，我

们可以直接定位到该数据库，随后在维度选择区的指

标维度中选择该指标。

----库内检索



库内检索

明确指标
类别

数据库结
构特点

检索及选
择技巧



库内检索案例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常见的丙类传染病，2017年1-12月，全国哪个月的流行性感冒

发病数最高？（可从EPS数据平台中查询）

A.3月A.3月

B.6月

C.9月

D.12月



检索操作过程



EPS库内检索 跨库检索

指标检索----跨库检索

EPS库内检索 跨库检索



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指标在某个确定的数据库内，我们可以
利用关键字进行检索，系统会自动检索显示涵盖此关键字利用关键字进行检索，系统会自动检索显示涵盖此关键字
的指标。

----跨库检索



跨库检索

设置筛选
条件

如何选对
关键词

查看数据
标签



如何选对关键词

2014年度上海新上市公司数量2014年度上海新上市公司数量

时间维度 地区维度 指标维度时间维度 地区维度 指标维度



如何选对关键词

2016年 北京地区 纺织 国有 企业单位数

时间维度

地区维度

行业维度

2017年中国从德国进口 芯片总额

时间维度

统计国维度

贸易国维度

商品维度

的

登记注册类型维度

指标维度

商品维度

指标维度

进口金额/进口数量/进口净重



跨库检索案例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接受通过整容，让自己变

美。请利用EPS数据平台得查询我国2016年整形外科医院门诊的诊疗人次数约是

2010年的（ ）倍。

A.1.8

B.1.9

C.2

D.2.1



检索操作过程



数据可视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折线图 9 雷达图

2 柱状图 10 填充雷达图

3 条形图 11 散点图3 条形图 11 散点图

4 堆积柱形图 12 数据值标签

5 堆积条形图 13 图例

6 面积图 14 自定义图表

7 饼图 15 下载图片

8 环形图



云分析

跨库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数据建模及预测



添加序列----创建数据集



云分析



云分析----数据分析工具栏



操作演示



分析模型



云分析----上传数据



云分析----上传数据



帮助中心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数据分析疫苗背后的担忧



长生生物科技的百白破和狂犬病疫苗都出现过问题，

并且2017年11月百白破就查出问题，

但是为什么现在狂犬病疫苗问题引起的关注度高，

而当初百白破问题并没有被广泛关注？



2013-2017百白破死亡人数



2013-2017百白破死亡人数



2013-2017百白破死亡人数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白喉死亡人数持续为0,预防效果显著。

进一步统计2013-2017百日咳死亡人数为7人，新生儿破伤风死亡人数为87人。

从疾病预防的角度看，我们现有的疫苗机制很好的预防了相关疾病。



百日咳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人数对比

通过数据发现百日咳发病人数增加比较明显从2014的3408人到2018年增加到22057人，增加近6.5倍。

而新生儿的破伤风发病率持续下降。



百日咳和新生儿破伤风疫苗失效会出现什么影响？

对比2014-2018百日咳和新生儿破伤风死亡人数，表明相关疾病治愈率较高，

因此如果相关疫苗存在问题，根据现有数据通过治疗手段可以大大减少死亡率。因此如果相关疫苗存在问题，根据现有数据通过治疗手段可以大大减少死亡率。



为什么本次狂犬疫苗事件大家如此关注？

2013 2017

狂犬病发病数（人） 1214 531

狂犬病死亡数（人） 1132 504

死亡率 93% 95%

虽然狂犬病的发病数从2013年到2017

年下降一倍多，2017年发病数为531。

但是通过计算死亡率可以发现狂犬病的

死亡率一直是90%以上。



2017年甲乙类传染病死亡数

2017年甲乙类传染病死亡数
降序排列后，死亡超过100人
的传染病：
1. 艾滋病
2. 肺结核
3. 丙肝毒性肝炎3. 丙肝毒性肝炎
4. 狂犬病
5. H7N9禽流感



通过80/20分析，艾滋病在全

部甲乙类传染病死亡人数当

中占总数的80%。

而发病数数据中，占总发病

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发病人数狂犬病都未在80%的数据当中，

为何此次狂犬疫苗事件国家如此重视？

背后还有什么被忽视的数据？

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发病人数狂犬病都未在80%的数据当中，

为何此次狂犬疫苗事件国家如此重视？

背后还有什么被忽视的数据？

人数80%的传染病为：

乙型肝炎、肺结核、梅毒、

丙型肝炎



2017年甲乙类传染病死亡数前6名传染病的发病数

死亡数 发病数 死亡率

艾滋病 15523 58964 26.33%
进一步计算发现，虽然艾滋病死亡人数排名

艾滋病 15523 58964 26.33%

肺结核 2181 1124707 0.19%

狂犬病 504 531 94.92%94.92%

乙型肝炎 455 1180545 0.04%

人感染H7N9禽流感 269 646 41.64%

丙型肝炎 129 242897 0.05%

第一，但是死亡率为26%。

其中肺结核、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虽然排在

死亡人数前6名，但是死亡率均低于1%。

而狂犬病的死亡率为94.92%，因此一旦疫苗

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处置结果

通过数据我们了解到本次疫苗事件背后的真正隐患

是狂犬病的高死亡率



帮助与支持帮助与支持



公众号---EPS数据



数据狗论坛
http://www.shujugo.cn/forum.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