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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儿童医院开始使用自助服务
对儿童医院的员工来说，速度生死攸关。医生或护士越能快速地救助儿童，医疗效果就会越好。 
短短几分钟也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实时数据的作用就在于此。通过自助分析，医院员工可以立即提出关键问题并精简工作，从而最大
限度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可以更快到达患者身边并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我们看到分析师、管理人员、临床医师、医生和研究人员通过使用 Tableau 以全新方式解决问题，
而以前由于时间或人力的限制，我们无法执行这种新方式。”

- Ted Corbett，西雅图儿童医院知识管理总监

这就是自助分析功能的强大之处。它让组织能够充分利用数据，挽救生命、提升供应链效率或发现
新机遇。西雅图儿童医院的 IT 团队意识到了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的需求，因此为用户赋予了自主操
作的能力。

自助分析的目标很简单：

1. 让人们能够轻松提出和解答自己的数据问题。

2. 让人们能够轻松与团队成员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共享其见解。

3. 确保导向决策的数据准确无误。

“用户有自己想要的数据展现方式，并能非常快速地进行转换。与需要提交更改请求，等待专
家根据报告需求进行编码的旧模式相比，开发速度显著加快。”

- Kevin Sonsky，Citrix 商业运营高级总监



3

目录

简介 .......................................................................................................................................4

快速设置环境 ........................................................................................................................5

安装、配置和升级 ......................................................................................................................................... 5

管理内容 ........................................................................................................................................................6

管理用户和权限 ............................................................................................................................................8

分散管理 ........................................................................................................................................................9

使用 API 实现自动化 .....................................................................................................................................9

让用户能够实现自主操作 ................................................................................................... 10

通过任何设备获取见解和探索内容 ............................................................................................................. 10

安全地共享见解 .......................................................................................................................................... 12

与用户共享见解 .......................................................................................................................................... 14

集中化数据模型 .................................................................................................................. 15

共享数据模型 .............................................................................................................................................. 15

对数据安全保持控制 ................................................................................................................................... 16

管理和整合数据提取 ................................................................................................................................... 16

跟踪使用情况 ...................................................................................................................... 17

跟踪故障 ...................................................................................................................................................... 18

监视性能和容量 .......................................................................................................................................... 18

按需自定义 .................................................................................................................................................. 18

使用 Tableau 获取您的独到见解 ........................................................................................ 19

编者随想 .............................................................................................................................. 21

关于 Tableau .......................................................................................................................22



4

简介
在 Tableau，我们的信念是不止要发现见解，更要进一步在整个组织内推动有意义的变革。为实现
这一目标，各团队的成员必须共同协作、交流见解并利用各自的成果。而各位 IT 人员，就是让这
一切成为可能的中心角色。

当今的组织都在寻求平衡 IT 部门和业务部门需求的自助分析方法。您组织内的人员已经在使用 
Excel 及其他工具来解决其问题。那么您应当如何进行掌控，既允许自助分析，又确保数据受到规
管、信任和保护？

成功部署自助分析有以下四个关键步骤：

1. 迅速设置环境：您可以在几分钟内轻松学会 Tableau Desktop 的操作并开始研究数据。这里的
难题是如何通过内容管理、权限和委托管理，快速让您组织内的所有成员能够实现自主操作。

2. 让用户能够实现自主操作：为用户提供自主操作所需的工具和功能。IT 人员负责奠定基础， 
使用户能够轻松访问现有仪表板和可用数据源，并进行其自己的分析。

3. 集中化数据模型：向用户提供可信赖的数据，使其能够确信自己使用的是最新、最准确的数据。
将数据连接统一为快速、可靠且易于查找的已保存数据源。这能减少重复并向所有用户提供集中
的事实环境作为其分析基础。

4. 监视和审核使用情况：跟踪分析使用情况，以确保数据始终安全且系统性能良好。了解使用最频
繁的仪表板和数据源是做出改进并增加采用率的良好起点。

通过这些步骤，IT 人员可以从报告工厂的角色转变为负责提供管理和数据的、更具战略意义的角色。
若要开始此流程，IT 人员应与业务人员搭档，确定有数据问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随后，IT 人员可以
了解其需求，并让其能够查看和了解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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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迅速设置环境
您可以在几分钟内轻松学会 Tableau Desktop 的操作并开始研究数据。此处的难题是如何快速让您
组织中的每个人能够独立操作，而无需在使用户能够获得价值之前，花费数月的时间来设置环境。

Tableau 非常灵活和强大，可处理数以万计的用户，而其服务器管理需求却相对较少。事实上，在
初次设置之后，大多数的组织发现其用于 Tableau Server 管理的时间极少。并且随着组织成长，您
可以按需轻松添加功能和控件。

“在短短数周之内，我们就能快速交付过去无法实现的更精致、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这随后在组织中
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表示‘我也想要这样的功能’。我们就是这样拓展开来，并发现随着随用
户需求的不断增加，它在组织内会以有机方式随之增长。”

“因为部署模式非常灵活，许可证费用并非高到令人却步，并且它可以实现有机增
长，所以我们很快就决定采用这一解决方案。部署之后，我们可以用极为简单的方式
进行扩展。”

- SIMON GATENBY，VISA EUROPE 市场细分和定位副总裁

安装、配置和升级
您可以基于数据基础架构、用户负载和使用配置文件、设备策略以及目标来自定义配置  
Tableau Server，还能轻松快捷地安装、配置和更新 Tableau。每次新版本发布时，您无需花费数
月的时间来规划和升级 Tableau。Tableau 支持实时备份，有助于轻松进行还原，让您可以在数分
钟内恢复工作状态。

您可以在本地的物理或虚拟硬件上安装 Tableau Server，也可以将其安装在 AWS 或 MS Azure 云端。

如果您不希望进行本地安装，可以使用 Tableau Online，它是 Tableau Server 的托管版本。使用 
Tableau Online，您完全无需担心安装事宜。此外，您可以轻松扩展，而无需提前进行大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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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内容
Tableau 的用户界面可简化内容查看和管理工作。您可以在同一位置查看关于内容的重要信息， 
包括相关项和可用操作。

使用 Tableau Server，您可以根据内容、用户、安全措施和管理需求，灵活设置环境结构并以多种
方式管理内容。如需使用多租户增强安全性，可按站点组织内容。

若要按文件夹组织内容，可使用项目。

项目是工作簿和数据源的基本容器。它们将多项内容组合到一起，行为与文件夹非常类似。可在项目
级别管理权限，且用户可访问多个项目。

项目通常用作将内容划分到不同功能区域的方法，因而具有多层权限。企业可能在各个团队 
（例如财务、营销、销售和 IT 团队）中都有 Tableau 用户，并希望为每个团队提供不同的内容 
（尽管所有内容都基于相同的数据源）。

IT 团队可以使用不同的项目（例如沙盒和生产项目）来管理内容，并可创建项目供各团队用作其自
助沙盒。用户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并进行临时分析。除此之外，IT 团队还可以在单独的项目中管理
和发布生产数据源和仪表板，从而对在此空间内进行发布保留更多控制权。IT 团队可以创建生产文
件夹，让业务单位能够管理自己的经审查内容。这样一来，整个组织就可以信任并放心使用数据。 
审查过程非常简单，只需在团队内确定一个用户小组，再查看并核准将放入生产文件夹的内容即可。
更可将内容从沙盒项目轻松移动到生产区域。由于业务在受信任数据的基础上重复并获得新知， 
所以 IT 部门可以将这些知识用到生产环境中。这能够确保公司可依赖的主数据源和仪表板随业务变
化和增长持续改善和进步。



7

例如，在 Tableau，我们将各团队的内容整理到不同项目中。您可以看到，客户解决方案团队有权
访问三个不同的项目。其中一是该团队用于正在处理的任务的沙盒。成员们可以在这里提出和解答其
自己的问题。接下来是一个包含经审查和已发布仪表板的文件夹，我们对其进行单独维护。开发团队
也有其自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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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和权限
可轻松将 Tableau 与您现有的身份验证和授权标准集成到一起。Tableau 支持 Kerberos、SAML、 
SSL、Active Directory、客户端证书和 SSO HANA 的单点登录，以便保护内容的用户访问权限。

您也可以在项目级别或个别内容级别管理各组内容项（工作簿、数据源）的权限。Tableau 直观地界
面让您能够轻松查看有权访问特定内容的人员，还可轻松管理用户和群组的权限。您可以在服务器上
本地创建群组，或从 Active Directory 导入群组，并使其保持定期同步。权限视图还有助于业务用户
管理其自己的用户和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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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管理
Tableau Server 非常易于管理，我们经常看到 IT 人员将站点管理员角色委派给特定的业务用户，
尤其是在内容管理和权限方面。

在大型企业部署中，很有必要分散用户与内容管理。这能防止 IT 人员无意间减缓自助内容生成与新
用户入职的速度。

可为 Tableau 管理员分配不同的工作范围和不同的职能。

能够实际使用服务器硬件并拥有服务器管理凭据，即表示对 Tableau Server 的所有管理功能具有完
全访问权限。站点管理访问权限允许控制站点内的内容和用户，而项目主管（Tableau 内部提供的
一个权限级别）则可以处理特定项目内的内容和权限，从而作为管理员的补充。

对于服务器管理员，我们鼓励将某些管理责任下放给站点管理员和业务用户。拥有适当权限的系统和
站点管理员都可以添加用户。您可以通过 UI、API 或者命令行 (tabcmd) 对此进行设置。

您不用管理服务器上所有内容的权限，商业用户和领域专家可管理其组的内容和权限。例如，安排到
营销部门的分析师可以担任营销项目的项目主管。

使用 API 实现自动化
您可以使用 Tableau 的 REST API 或者 Tableau Server 命令行工具 (tabcmd) 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
例如，您可以构建用于登录的脚本、自动加入新用户、生成表达您观点的 PDF 等。您还可为用户创建
站点和独立项目、分配权限以及发布入门内容，从而自动设置新环境。

Tableau Server REST API 和 tabcmd，以及 JavaScript 和数据提取 API 为增强 Tableau Server  
的功能提供了简单且灵活的方式。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api/rest_api/zh-cn/help.htm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server/zh-cn/tabcmd.htm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api/js_api/zh-cn/JavaScriptAPI/js_api.htm#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extracting_TDE_AP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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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用户能够实现自主操作
新用户需要什么才能快速适应您的环境？他们需要一个查找问题答案和共享见解的平台。

使用 Tableau，熟悉数据者可以提出和解答自己的问题。用户只需单击几下就能执行复杂的分析。 
用户登录时，将看到其有权访问的所有仪表板和数据。用户可以方便地浏览、搜索、打开和探究数据，
从而轻松进行深入挖掘。

用户可以使用众多商业智能工具来访问已经生成的仪表板。Tableau 独家推出了更深入探索式分析
功能，让用户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料想到。仪表板通常是探索过程的
开始，而不是结束。

在此环境中，IT 人员的职责不再是构建报表，而是让用户能够连接到数据、自行探索并获取可共享
的独到见解。

通过任何设备获取见解和探索内容
为在整个组织内实现数据驱动型决策，用户需要随时轻松访问内容，即使出门在外也不例外。

用户可使用 iPad、iPhone 或者 Android 设备，通过移动浏览器直接访问 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中的内容。在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用户可以使用 Tableau 的原生移动应用与
数据实时交互并获取数据的离线快照。

Tableau 拥有一系列功能，可确保用户始终能够驾驭相关内容。这些功能包括全局搜索、标签、 
收藏夹视图以及订阅。通过可视化搜索，用户可以在单击进入内容之前预览其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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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移动分析，用户轻触指尖即可随时访问关键见解和指标。

通过订阅功能，高管们可以轻松跟踪整个组织的周度报表。担任管理员的您拥有对计划的最高控制权。
您可以创建新计划或删除现有计划。您还可以控制是否允许工作簿作者计划其自己的订阅，甚至控制是
否将服务器配置为可发送订阅。

通过视图、收藏和订阅数量跟踪用户与内容交互的各种方式，可提供有关内容质量和受欢迎程度的有
价值的见解。Tableau 利用此数据提升搜索相关性，并帮助用户探索新增的和有上升趋势的内容。 
IT 人员可利用此数据一览企业中浮现的话题趋势，为企业确定应着重关注或探索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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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共享见解
用户探索其数据后，即可与其他人轻松共享自己的见解。用户可为自己或他人订阅重要内容， 
让每个人都能了解最新关键业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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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共享原始视图或仪表板，也可共享自定义筛选和选定的可视化视图。

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中的安全防护机制可阻止未授权的访问，让您高枕无忧。无权访问
特定内容的用户甚至不会知道该内容的存在。例如，将对所有非人力资源业务单位隐藏人力资源数据。
发布工作簿、数据源、项目和站点时，可使用预定义群组角色或自定义权限向它们应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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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版本控制等功能可确保内容得到备份，如果有人覆盖了首选的工作簿版本，将可以轻松进行恢复。

 

与用户共享见解
用户获得见解后，IT 人员即可将其发现嵌入已投入使用的平台，从而协助共享这些发现。

许多企业客户都在其现有门户中嵌入了 Tableau 可视化，使业务用户能够在其工作流程中直接访问
数据。这些门户包括维基百科、面向客户的站点、SharePoint 等。

Tableau 的客户之一 LinkedIn 称，借助于一项简单的数据策略，其业务服务收益增加了 85%。该
公司的商业智能团队开发了名为“Merlin”的门户，该门户为其销售团队节省了 100,000 个小时的
工作。详细了解这一精彩的 Tableau 故事。

例如，在 Tableau，我们将 Tableau 仪表板嵌入了 Salesforce。各视图已连接到实时数据， 
因此我们的销售团队成员能够在其日常工作流程中直接快速查看其客户的信息。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data-strategy-helped-linkedin-boost-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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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化数据模型
更分散的控制权有助于业务用户提高工作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混乱。维持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 
无需就驱动业务的自助服务做出让步。Tableau 非常灵活，可根据有关内容或数据建立适当级别的
控制。某些报表可采用即连即用的方式，而有些报表则要基于由 IT 人员的共享或受规管数据源。

您可以从一开始就让用户直接连接到数据。。这让用户能够立即进入分析，而无需考虑元数据或在使
用前等待其设置完成。了解最频繁访问的数据集后，您可以提供该数据源或仪表板的集中、受规管且
准确的版本，立即为业务增值

数据规管可确保为用户决策提供导向的数据准确无误。IT 可提供针对可依赖数据的集中事实环境，
让企业能够实现自主运作。Tableau Data Server 的作用正在于此。

使用 Tableau Data Server，您可以实现以下目的：

• 共享数据模型

• 确保您的用户安全访问数据

• 管理和整合数据提取

• Tableau 还与 Informatica、Alteryx 和 Trifacta 等多种企业 ETL 工具无缝集成，以便帮助您
最大程度地利用您在分析领域的现有投资。我们合作伙伴的工具也可以与 Tableau 配合使用， 
用户可以收集、存储、转换或连接到对其而言重要的数据。

共享数据模型
使用 Tableau Data Server 可利用和共享数据模型。

Tableau 可使用 Web 数据连接器 SDK 从本机连接多个数据库，让您能够打开 Web 数据世界的大门，
从使用 JSON、XML 或 HTML 发布数据的几乎任意站点的读取数据。如果一次性设置好连接就能让用
户访问和分析您的所有业务数据，该有多好？

Tableau 数据源（连接、数据模型和数据提取）可发布到 Tableau Server，然后用于获取见解。 
对主数据源的更改将自动沿用到使用该数据源创建的工作簿。您发布包含所有连接信息（如表和联接）
的数据源后，业务用户即可连接到该数据源，并能够添加其自己的计算甚至融入其他数据。 
Tableau 甚至允许在同一数据源中实现跨数据库联接 – 在 SQL Server 中存储客户数据并在 
RedShift 中进行库存管理是完全可行的，您的业务用户无需了解其区别。



16

还可对与其数据关联最密切的业务用户进行授权，允许其发布带有自定义字段定义、计算、参数和群
组的新数据源。这意味着可以保存并与他人共享您对源进行的任何元数据更改（计算所得字段、参数、 
别名或定义），从而获得安全、集中管理的标准化数据集。这一切皆可在 Tableau 中完成， 
无需其他工具。

这种方法还允许用户对数据进行原型设计，然后在发布到生产站点前让 IT 人员检查其中的错误。 
发布的数据源还可改善整合数据的共享和重复使用，从而为用户进行全新分析提供准确的起点。

对数据安全保持控制
除维护数据源的数据模型外，您还可以在多个级别上设置数据的安全访问权限。

• 对数据库设置权限：Tableau 尊重您对数据库设置的安全防护机制，因此仅提供用户有权访问的
数据。您可以选择在用户访问数据时要求输入用户凭据，或将凭据直接嵌入数据源。

• 对 Tableau 中的数据源设置权限：与 Tableau 中的内容权限类似，您也可以对数据源设置权限。
您可以允许整个团队连接到数据源，但只允许负责数据完整性和管理工作的少数几名指定用户编
辑数据源元数据。

• 对工作簿设置用户筛选器：您可以在发布的工作簿上设置用户筛选器，以便仅向用户展示他们需
要的数据。

这些措施使业务用户能够专注于从数据获取见解，而不用担心底层数据库结构、字段定义的准确性或
数据完整性。可由 IT、DBA 或者业务用户进行数据源的维护。

管理和整合数据提取
使用 Tableau Data Server 可在同一位置整合数据提取并提供数据。这样一来，您就可以避免对大型、
独立、重叠的文件进行不必要的处理和存储。您可以计划自动运行每个已发布的数据提取，自动提取每
天可运行多次。

数据提取刷新问题对所有用户都可见，因此一旦用户的仪表板受到影响，用户就会知悉。此外，还可通
过管理员视图了解自动数据提取刷新是否失败，从而了解您的组织是否在使用可用的最新数据。在发布
工作簿或数据源时，管理员和工作簿作者可以计划数据提取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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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跟踪使用情况
监视使用情况是自助模型的重要部分，它能使 IT 人员更准确地预测和响应使用情况和性能，并对故
障作出快速反应。您可以联系工作簿作者，帮助优化性能并识别受欢迎资源，从而促进更广泛的采纳
和认知。

就像业务用户利用数据进行更明智的决策一样，您也可以根据您的管理员数据视图进行有关 Tableau 部
署的数据驱动型决策。

Tableau Server 提供一组有条理的交互式管理员视图。您可以深入探究、聚合和回答问题， 
从而获得自己的见解。

服务器管理员视图让您能够深入了解您 Tableau Server 部署中的使用情况。您可以跟踪重要报告的
使用情况。您可以识别那些因为现在对业务变得至关重要，需要由 IT 人员管理的受欢迎仪表板。 
您还可以发现未广泛使用的内容并清理杂乱内容。

您可以检测组织的数据使用模式，从而集中精力维护最广泛使用的数据。如果您正在尝试帮助特定用
户解决问题，还可进行筛选并仅查看该用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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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故障
Tableau Server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和管理员视图，显示服务器运行状况问题和后台任务。所有当前
运行的服务器进程状态都一目了然。如果有任何服务器进程出现故障，您将立即收到通知。计划任务
失败时，您可以看到失败原因以便采取行动。

监视性能和容量
持续跟踪负载时间和空间利用率，以确保您的系统性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可视性和历史趋势有助于您
更好的了解使用模式，并在容量影响用户之前配置新容量。您可以设置警报，以便在存储空间下降到
您设置的阈值时向您发出警告。随着更多用户的加入，可轻松扩展 Tableau 以维持性能。

按需自定义
Tableau 允许直接访问 Tableau Server 存储库，它包含有关 Tableau Server 上用户活动、数据连接、
查询、数据提取、错误、视图和交互的信息。例如，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性能，可从资源监视工具 
（如 Perfmon 或 Zabbix）引入数据，并与 Tableau 提供的性能数据进行对照检查，从而确定您的
资源和性能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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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ableau 获取您的独到见解
为什么要局限于监视 Tableau 使用情况数据？就像其他任何业务单位一样，您可以使用 Tableau 直
观监控所有系统。了解 Tableau 自己的 IT 团队如何在日常工作流程中使用 Tableau。

此仪表板监视我们自己的 Tableau 安装的性能：

 



20

此仪表板跟踪网络连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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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Tableau 中查看最多的仪表板，它按区域显示了公司节假日的列表：

编者随想
实现自助分析需要业务部门与 IT 部门竭诚合作。还需要适当的企业平台作为构建基础。

Tableau 易于管理和部署、性能可靠、适用范围广且可扩展。它还提供 IT 所需的管控和安全性， 
而不会阻碍业务的灵活和敏捷性。

Tableau 解决方案已由一些对安全要求最严苛的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政府和医疗行业）所验证，
既可面向公众也可在内部部署。

但是，请不要轻易相信我们的说辞。用您自己的数据来检验吧！诚邀您与我公司合作，让您的组织能
够在安全的可扩展环境中探索受信任的数据，并让您的员工发现有关公司业务的前所未有的见解。



Tableau 和 Tableau Software 是 Tableau Software, Inc. 的商标。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或为与其相关联各自公司的商标。

关于 Tableau
使用 Tableau 可快速分析、可视化和共享信息，将原始数据变换为可操作的见解。创建可推进标准报
告流程的交互式可视化内容和仪表板，并通过探索分析揭露潜在卓识。更可在本地或云中，与同事、
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等安全共享见解。无论是独立创业者还是 IT 驱动型企业，Tableau 都可缩
放以满足您的需求。从各地小型企业到世界级大型公司、政府和大学、组织，都在使用 Tableau 查看
和了解其数据。

其他资源
下载免费试用版

拓展阅读
商业智能的现代方法

适用于企业的 Tableau：IT 概述

释放 Tableau Data Server 的无限可能

Tableau Server 安全性白皮书

高可用性：同步分析关键任务

可扩展性：为大规模自助分析提供支持

Tableau Drive：适用于企业的新方法

了解其他资源
• 培训与教程

• 社区与支持

• 客户故事

• 解决方案

http://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modern-approach-business-intelligence
http://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ableau-enterprise
http://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3/4/unleash-tableau-data-server-23038
http://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ableau-server-security
http://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high-availability-mission-critical-rapid-fire-BI
http://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ableau-server-90-scalability-powering-self-service-analytics-scale
http://www.tableau.com/zh-cn/drive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raining
http://community.tableau.com/welcome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stories
http://www.tableau.com/sol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