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高效仪表板
的 10 项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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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仪表板制作精良，用户就会感叹过去没有仪表板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仪表板设计精良，分析工作才有处着手。同样的信息集合，通过这样的仪表板便能够

以强大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您的公司可以基于单一事实来源更快地做出决策。 

出色的仪表板总能呈现清晰明确的主旨和指标，所采用的色彩能让表达的含义增色不少，您需要的每一

项信息都触手可得。那么，如何才能制作出达到以上要求且恰合贵组织需要的仪表板呢？ 

其实归纳起来，做到三点即可：周密规划，依据充分的信息进行设计，以批判性的眼光决定呈现和不呈

现哪些内容。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how-build-culture-self-service-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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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规划
1. 了解您的受众 

那些最出色的仪表板，都是只服务于它们的目标受众的。这可不是无心插柳就能做到的。要问问自己：

我要为什么样的受众设计仪表板？是只能抽出 15 秒时间了解关键绩效指标的忙碌销售人员，还是要花

几个小时时间评估季度仪表板的团队？

除了知道仪表板要展示给什么样的受众看之外，还必须了解这些受众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他们想要研究

的主题和数据。他们需要或者不需要什么类型的提示和标签？

您可能会意识得到自己需要阐明多项主旨或者解答多个问题。但不要忘了，您始终可以再创建一些仪表板。

所以从简入手才是最佳做法。

负责审查国际旅游收入
简要信息的财务团队可
以轻松使用此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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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显示屏尺寸
如果您制作仪表板的初衷是要在台式机显示器上查

看，而用户实际上却在手机上查看，那么受众很可能

就不太满意。所以要提前做一些调研，了解受众使用

什么样的设备来查看仪表板。 

可以在左侧“仪表板”窗格中的大小下设置仪表板尺寸。

如果受众会在多种设备上查看您的仪表板，您也有两

种方案可以选择。 

• 自动确定尺寸：您可以将大小设置为自动。这样 

Tableau 就会自动根据浏览器窗口的大小来调整

仪表板的总体尺寸。如果仪表板包含的视图数量

很少，且视图十分简单，可以很好地进行扩展，

这种做法就很合适。 

• 精确指定尺寸：您可以使用范围功能，来为仪表

板设定上下限，这样仪表板在显示时的大小就具

备了可预测性。 

也可以使用设备设计器，为所有使用同一仪表板的具体屏幕的尺寸分别创建相应的布局，包括手机屏幕

和平板电脑屏幕。 

设备设计器可帮助您精准控制内容的呈现外观，而且与范围不一样的是，让您能够以不同的布局来使用

各个视图和对象。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在线帮助中的创建仪表板设备布局。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dashboards_dsd_cre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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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规划，确保快速加载
即使是全世界最为精美的仪表板，如果加载时间过长，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人们都很忙，长时间等待

会让人感到心烦意乱。 

筛选是导致加载缓慢的一个常见原因。尽管通过筛选可以有效地限制分析的数据量，但这样也会影响查询

性能。例如，排除筛选器往往就比只保留筛选器慢。原因在于，排除筛选器会加载一个维度的全部数据，

而不是只加载您要保留的数据。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 Tableau Desktop 在线帮助中的仔细筛选数据。

此外，了解 Tableau 的操作顺序也有助于缩短加载时间。

专业提示：身为作者，您甚至在创建首个视图前的数据准备阶段，就需要做出一些最为重要的决定。

因此，请花些时间熟悉您要处理的数据。如需获得关于要注意什么，以及可通过哪些巧妙方式来处理

数据的提示，请参阅 Tableau Desktop 在线帮助中的在数据库级别了解您的数据和测试您的数据并

使用数据提取。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perf_filter.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order_of_operations.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perf_data.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perf_extracts.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perf_extra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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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充分的信息进行设计
4. 充分利用最聚目光的位置 

在数字时代，大多数人在查看内容时都会本能地从屏幕左上角开始浏览。下面这张用来跟踪用户目光的

热图显示了典型的浏览模式：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请查阅我们关于跟踪用

户目光的白皮书。

在确定了仪表板的主要目的之后，您就可以将最重要的视图放在仪表板的左上角，让这个已知最能汇聚

用户目光的位置发挥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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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制视图和颜色数量 

设计仪表板时很容易兴奋起来，恨不能将所有相关的视图都挤到仪表板中。但如果添加过多视图， 

就会牺牲仪表板的整体效果。一般来说，应只添加两三个视图。如果发现两三个视图不能满足需要， 

不妨再创建一些仪表板（或者使用故事）！ 

下面是一张显示美国各州利润情况的仪表板在删繁就简前后的效果对比。右侧为改头换面后的仪表板，

只保留了最精要的内容。 

不仅仅在视图数量方面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问题，在颜色方面同样也可能犯这样的错误。颜色使用得当

会给分析增色不少。颜色过多会让受众感到眼花缭乱，反而会让他们不能快速分析，有时甚至让他们根

本无法清楚地分析。

在下面的视图中，左侧由于对比度不够，完全不能辨认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趋势线。右侧就采取了化繁为

简的做法，趋势线一目了然。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sto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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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强交互性以鼓励用户探索 

仪表板的强大之处在于，作者能够将多个具体

视图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筛选器可以给这

种分析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同时也能吸引用

户参与交互。 

例如，您可以将最重要的那个视图用作仪表板

中其他视图的筛选器。为此，请从该视图的快

捷菜单中选择用作筛选器。 

您还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数据显示筛选卡。例如，可以将筛选器显示为多选复选框、单选按钮、下拉列表等。

可以添加一个搜索框，并修改筛选器的标题，以便为观看者提供关于如何与数据交互的清楚说明。 

突出显示是您可以利用的又一项强大功能。启用突出显示后，在一个视图中选择某个对象会在其他视图

中突出显示相关的数据。 

有关突出显示功能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线帮助中的突出显示

动作。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actions_highlight.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actions_highlig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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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照从大到小的流程设置格式 

在更改作品的外观时，应采用“从大到小”的工作流程。这有助于您快速完成作品，还可以防止无意中覆

盖您所做的改动。 

从格式设置的角度来看，仪表板的层级结构是这样的： 

1. 主题

2. 工作簿

3. 工作表

4. 视图中的元素

首先要确认您采用的是否为正确的主题（Tableau 最新、最棒的主题始终命名为“默认”主题）。请从 

格式 > 工作簿主题中选择一个主题。 

接下来需要在工作簿一级设置格式。在这一步中，需要优化整个工作簿中的每一个字体和标题：

然后，进入到工作表一级进行设置，最后再设置视图中各个元素的格式。 

如需获得有关如何快速让仪表板改头换面的提示，包括如何使用您自己的自定义字体和颜色，请参阅在

线帮助中的重塑仪表板的形象。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formatting_rebr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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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仪表板
8. 充分发挥好工具提示的作用，工具提示可以称得上是故事中的故事 

主要的设计工作完成后，不妨审视一下工具提示。对于您要通过仪表板讲述的故事，工具提示将是为其

增光添彩的绝佳机会。 

Tableau 会自动填充视图的工具提示，但您可以单击 

工作表 > 工具提示轻松自定义它们。

例如，右侧这个关于网站页面浏览量的工具提示就欠佳：

就像您需要将最重要的视图放在仪表板左上方一样， 

工具提示中最重要的元素也需要放在最上方。 

右边是同样的工具提示经过重新设计后的效果：

专业提示：有些人还会使用工具提示讲一个微型故事。 

例如，右边这个就是一个讲述石油钻井平台的工具提示：

如果您也采取这种方法，请确保所用的语法对视图中的所有数据而言都正确。例如，所呈现的工具提示

语句不应该出现“As of 10/15/2002, Italy had 1 oil rigs.”（截至 2002 年 10 月 15 日，意大利共有 1 

座石油钻井平台。）的情况，因为当数量为 1 时，显然应该用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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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删繁就简
先后退一步，以从未看过您仪表板的用户角度审视它。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应该各有其用。如果某个标

题、图例或轴标签没有必要存在，那就直接删掉！ 

确保一个仪表板中包含的调色板不超过两个；理想情况下，如果您的数据可以定量，也就是说数据表示

的是一个范围，只需一个调色板即可。

之前 之后

专业提示：如果您的仪表板需要较大空白，可以考虑采用浮动布局。采取这种做法时，应为仪表板设定

一个具体的固定大小，以便让浮动的内容保持固定。如果仪表板的大小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您采用的是

自动确定大小的做法），浮动的内容有时会显示在预期位置，有时则不是这样。

平铺布局 浮动布局

如需获得关于如何设定
大小的其他提示，请参
阅设置仪表板大小和

布局。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dashboards_organize_floatingandtiled.html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help.htm#dashboards_organize_floatingandtil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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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测试仪表板 

在最后测试的过程中，应确保各个标签均朝着相同的方向，以方便用户阅读：

观察一下仪表板中的各个标题。这些标题是否都采用并列句式？所有标题的大小写方式是否一致？ 

例如，在关于志愿者活动的仪表板中，如果将一个视图命名为“跟踪捐赠物款”，那么就应该将另一个视

图命名为“查找捐赠物款”，而不是“捐赠物款查找工具”。

最后，在将仪表板投入使用时，不要忘了以用户的角度加以试用。与所有成功的项目一样，有效的测试

十分关键。在了解了用户对您仪表板的接受程度后，您就可以据以对它进行增强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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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仪表板
至此我们已经简要说明了制作仪表板的最佳做法，接下来就简要列举一些需要避免的常见错误：

1. 试图通过一个仪表板解答过多问题 

人们很容易好高骛远，想要提供非常详细的实时仪表板，涵盖所有业务挑战，向用户提供大量下钻查询

选项。除非仪表板涵盖的范围小而具体，否则不会给观看者带来任何助益。别忘了，只需单击一下就可

以再创建新的仪表板。

2. 使用没人理解的指标 

您使用的指标以及您给指标添加的标签对自己而言可能很好理解，但其他人是否明白它们的含义？请确

保这些内容契合受众的专业知识水平。建议您先向其中一名用户展示设计原型，在设计流程中及早发现

这类错误。

3. 仪表板中混入了无关紧要的图表和小组件 

不要将仪表板做得华而不实，或使用一些类似于仪表的图形和小组件。在仪表板中添加不必要的对象就

像自定义仪表板一样会让人上瘾，而且会妨碍仪表板达成目标，即快速向受众告知他们所需的信息。 

仪表板一定要删繁就简。

4. 不以用户的角度审视仪表板 

应花些时间，使用用户将使用的各种设备站在他们的角度查看您的仪表板，这样需要您调整的方面就会

凸显出来。在测试上花费的功夫永远都不会白费。

5. 忘记征询受众的反馈意见 

推出仪表板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一定要征询受众的反馈意见，了解该仪表板哪些方面对他们有用，哪些

方面无用。如果您在仪表板中显示的指标和问题与受众不相关或者已过时，受众自然就不会使用它。

经过周密规划并依据充分的信息进行设计，再进行一些完善工作，您的仪表板定能够满足受众的需求。

有了精心规划的仪表板，企业领导者、知识型员工等都能实时提出并解答问题，将获得的真知灼见付诸

实践并启发真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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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Tableau
Tableau Software 致力于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借助 Tableau，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分析信息、 

将其可视化并加以分享。已有超过 15,000 家客户使用 Tableau，无论是在办公室内，还是在出行途中，

他们都能快速获得所需的结果。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用户使用 Tableau Public 在自己的博客与网站中

分享数据。立即下载 Tableau Desktop 免费试用版，了解 Tableau 能够给您带来哪些帮助。

其他资源
下载免费试用版

培训视频：可视化分析入门

教程： Tableau Desktop 入门

相关白皮书
哪一个图表或图形适合您？

定义分析

如何构建有说服力、有信息又有吸引力的仪表板

如何构建自助式分析环境

了解其他资源
产品演示

培训与教程

社区与支持

客户故事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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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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