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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错到优秀

当今世界，成功的决策与从数据见解到行动的转化过程息息相关。数据可视化

的目的不是获得数字，而是产生影响。鉴于此，我们为您提供 5 种方法来提高

可视化质量，帮助您实现从不错到优秀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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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不要让图表向导束缚自己，也不要依赖于只需添加数据的预制可视化。优秀的

可视化不能千篇一律。问问自己：在不同类型的可视化中，哪一种能够讲述最

真实的故事，针对当前问题提供最准确的答案？

图表



比较类别

如果只有单个度量，并且要对各种类别进行比较，条形图是最佳选择。



检查进度

子弹图、参考线、区间和分布图可以让目标内容成为关注焦点。 



分布

直方图和盒须图可以显示数据的聚集位置，并进行类别比较。



区域分析

在地图上进行数据可视化，以便回答特定于位置的问题，为地理探索提供帮助，

虽然改善外观效果也很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自定义形状

使用主题形状，让故事更加精彩。



此可视化显示了在非洲被列出濒危物种

的动物的记录数量，但这些动物本身却

没有在故事中得到展现。

好

使用自定义形状
创建优秀可视化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gallery/endangered-safari


在 Tableau Public 中查看此仪表板的实际效果。

为数据添加自定义形状后， 

这些濒危物种瞬间在可视化中 

跃然纸上。

优秀

使用自定义形状
创建优秀可视化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gallery/endangered-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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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颜色是最有效的美学特征之一，因为它可以吸

引注意力。我们最先注意到的特征就是颜色， 

它能够以直接的方式突出显示特定见解、标识

异常值。在论证观点时，颜色的使用应该以数

据为基础，而不是个人的喜好或品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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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

不要使用接近的颜色，也不要使用太多颜色。 

不要对同一个仪表板上的不同维度或度量重 

复使用同样的颜色。



可测量

颜色比例是否与数据匹配？颜色是否由浅变深，其梯度是否能够最好地反映测

量的项目？



合理可信

符合语义的颜色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处理信息。因此可以使用黄色来描述香蕉，

红色来表示热量。



此仪表板包含世界各地 100 多个全球

地表温度 (°C) 观测站在 1961- 1990 

年之间采集的数据。这些可视化是准 

确的，但红色在其中代表较低的温度， 

这与数据试图描绘的信息并不协调。

好

使用颜色创建优
秀可视化



优秀

在同一个仪表板上改用符合语义的颜色，

内容变得非常生动。由于在颜色选择和调

色板方面多动了一点脑筋，这些数据点现

在可以忠实地讲述故事，理解速度也得到

了提高。

使用颜色创建优
秀可视化

在 Tableau Public 中查看此仪表板的实际效果。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publish/GlobalTemperatures_4/GlobalTemperatures#!/publish-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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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物体越大越醒目。醒目的形状和颜色在条形图和区域图中效果不错，但在不

同的图表（例如树状图）中，它们却可能显得过于花哨和浮华。使用大小来

强调关键信息，而不是削弱关键信息。 

大小



折线图和条形图

如果数据点之间的差异极小或极大，大小未必总是理想的编码工具，因为它可

能导致可视化难以辨识。



地图图表

标记的大小应基于地图上值的范围。



此可视化在地图上显示了旧金山 

Airbnb 的房产数据。即便使用筛选

器，所有的房产仍然显示为相同的大小

和颜色，因此人们很难一眼就看出不同

房产的价值差异。

好

使用大小创建优
秀可视化



将颜色和大小与相应数据度量配对后，

这个 Airbnb 可视化马上变得更加易于

浏览，可用性大大增强。现在，人们可

以很快看出房产所在社区及面积差异，

从而在经济上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优秀

使用大小创建优
秀可视化

在 Tableau Public 中查看此仪表板的实际效果。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gallery/airbnb-prices-san-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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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可读性至关重要。 

突出最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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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让标题简短而有力。以最少的字数传达观点、信息或故事。



标签

找出最佳位置。太多的标记标签会严重分散注意力。尝试为最新标记、 

或者最小/最大标记添加标签。将额外的、更详细的信息放到工具提示中。



此数据可视化将向您展示哪位披头士乐

队成员创作了哪首歌曲。这个条形图相

当不错，但由于文本内容太多，专辑名

称无法完整显示 — 直接影响了可视化

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好

使用文本创建优
秀可视化



使用文本创建优
秀可视化

由于可读性是该仪表板的首要目标， 

我们重新排列了条形图，使标签能够完

整显示。我们还添加了悬停突出显示，

让信息更加清晰明确。

优秀

在 Tableau Public 中查看此仪表板的实际效果。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gallery/beatles-alb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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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布局

仪表板的用途是引导读者查看多个可视化，讲述每个见解的故事，揭示见解之

间的联系。

更多地采用更好的仪表板设计，使用户可以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最重要

的信息及其重要性。考虑如何在仪表板上引导用户的视线。您是否会向用户显

示接下来应该看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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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用户

如果没有关于如何使用可视化 

的指导信息，人们会感到无所 

适从，请避免这种情况。尝试将

筛选器标题替换为关于如何导航

的明确语言指令。

http://kb.tableau.com/articles/knowledgebase/creating-table-contents-navigate-other-dashboards?lang=zh-cn


3 的法则

请避免大量重要信息争夺用户注意力的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同一个仪表板中的可视化超过 3 个即可视为太多。



讲述故事

如果需要多个仪表板，或者要准备演示，可以使用 Story Points 连接不同的

可视化。使用彼此承接的可视化来对数据进行讲述，突出显示具体见解，提供

其他背景信息，将所有这些元素整合到一个顺畅的演示中。这必然胜过将剪切

的静态图像粘贴到 PowerPoint 中。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utorials/on-demand/story-points


此仪表板显示了全球增长和发展指标，

但四个可视化被塞到了同一个地方。

好

使用 Story Points 

创建优秀可视化



这是一个关于全球增长和发展的仪表板

的集合，按顺序排列；每个单独的视图

称为一个故事点。

优秀

使用 Story Points 

创建优秀可视化

在 Tableau Public 上查看此仪表板的实际效果。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publish/IndicatorsofGlobalGrowthandDevelopment/Story#!/publish-confirm


这些故事点让人们能够以更加有序的方式，深入探索每个可视化中的指标

和见解。单击仪表板查看故事点的实际效果。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publish/IndicatorsofGlobalGrowthandDevelopment/Story#!/publish-confirm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publish/IndicatorsofGlobalGrowthandDevelopment/Story#!/publish-confirm


总结

优秀的可视化不但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数据，还可以更快地提供

更有意义的见解，甚至启发其他人提出和回答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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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Viz 精选

每日从自己的收件箱直接收取一件精美的可视化新作，从中汲取灵感。订阅

每日 Viz 精选，详细了解可视化最佳做法。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gallery?qt-overview_gallery=1


关于 Tableau

Tableau 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表现力强的可视化让人们能够摆脱静 

态图表的限制，快速分析大量信息、与这些信息进行互动，并与他人共享。 

享受从 PC 到 iPad 的无缝体验，提出和回答更加深入的问题，无需任何编

程技能。

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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