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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Tableau 与 Google BigQuery 珠联璧合，让用户可以通过易用的可视化界面分析海量数据，快速获得问题解答。 

搭配使用这两款工具，您可以收获以下益处：

 • 让普通用户也能够运用 Google BigQuery 的强大功能，快速进行交互式分析。

 •  使用可视化分析工具在数秒之间就能分析完数十亿行数据，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也完全不用操心服务器端管

理工作。

 •  只需数分钟时间即可制作出令人惊叹的仪表板，这些仪表板连接到您的 Google BigQuery 数据，让您的组织

随时掌握最新情况。

 •  使用 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在网络上分享报告和真知灼见，让人人都可通过任何设备访问。

 •  结合 Google BigQuery 的云端敏捷性与 Tableau 快如闪电的速度，更快看到项目的价值。

优化这两种技术的组合将大大提升性能、缩短设计周期，有助于用户和组织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本白皮书中，我们

将讨论数据建模和查询构建方面的优化技巧，以便最大限度提升可视化的响应迅捷性。我们还将讨论在结合使用 

Tableau 和 BigQuery 时，可通过哪些技巧来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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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 

Google BigQuery

BigQuery 使用纯 SQL 就可以在数秒内处理完数千万亿字节 (PB) 的数据，不需要用户进行微调或掌握专门的技能组

合。BigQuery 依托 Dremel（Google 用于分析大量数据集的革命性技术），以每十亿字节 (GB) 几角钱的费用， 

提供大型企业之前需要支付数百万美元才能获得的性能水平。

BigQuery 是一个数据仓库，最适合用来针对大量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集运行 SQL 查询。例如，适合采用它的用例

和数据集有：

 • 临时分析

 • 网络日志

 • 计算机/服务器日志

 • 物联网数据集

 • 电子商务客户行为

 • 移动应用数据

 • 零售分析

 • 游戏遥测

 • Google Analytics Premium 数据

 • 所有采用传统 RDBMS 时需要数分钟（乃至数小时）才能完成一次批量查询的数据集

BigQuery 完全不需要运营和维护，并与 Google Cloud Platform 集成在一起。与其他云端分析解决方案不同的

是，BigQuery 不需要提前配置服务器群集。BigQuery 会在运行时确定处理群集的规模并配置它们。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BigQuery 将自动增加处理能力，但处理每十亿字节 (GB) 数据的价格不变。

旧版 SQL 与标准 SQL
Google BigQuery 升级了其 API，现在不仅可使用 BigQuery SQL（现称“旧版 SQL”），还可使用标准 SQL；Tableau 

则相应地升级了 Google BigQuery 连接器，以支持这种向标准 SQL 的转变。标准 SQL 让 BigQuery 用户受益良多，

包括使用详细级别表达式、加速元数据验证以及为连接服务选择收费项目。本指南假设读者使用标准 SQL。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从旧版 SQL 迁移到标准 SQL，请参阅有关从旧版 SQL 进行迁移的在线帮助指南。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reference/standard-sql/migrating-from-legac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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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Tableau 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我们的现代分析平台基于斯坦福大学开发的技术，让普通用户也能充分发挥

数据的功用。这样，广大用户都可以与自己的数据互动、提出疑问、解决难题、分享洞见、创造具有变革意义的

价值。用户不管能否自如地使用传统商业智能 (BI) 工具，都可以快速学会使用 Tableau 的直观、拖放式用户界

面，来制作和探索内容丰富的交互式可视化以及功能强大的仪表板。 

最近，我们进一步扩展了 Tableau 平台的功能，现在它包含直观、简捷、智能的数据准备功能，以及使用自然语

言查询已发布数据源的功能。

Tableau 本身提供的优化功能

数据源连接器 - Tableau 本身就有一个经过优化的连接器可连接到 Google BigQuery，该连接器既支持实时数

据连接，也支持内存中数据提取。通过 Tableau 的数据混合功能，用户可将来自 BigQuery 的数据与来自其他 

67 个受支持数据源的数据融合起来。对于使用 Tableau Server 或 Tableau Online 发布到云端的可视化，可以

与 Google BigQuery 保持直接连接。

并行查询 - Tableau 可以充分利用 Google BigQuery 的功能以及其他数据源来同时执行多个查询，所支持的

并发查询总数最多可达 16 个。如果查询结果尚未缓存，系统会将多批独立且经过消重的查询合为一组，并发送

给 BigQuery。由于 BigQuery 采用横向扩展架构，用户应该会体验到并行查询带来的大幅性能提升。

查询融合 - 在可行的情况下，Tableau 会将工作薄和仪表板中的多个查询融合在一起，从而减少发送到 

BigQuery 的查询数量。首先，Tableau 会找出类似的查询，排除那些返回的列存在差异的查询。然后，它会合

并只有聚合级别或用户计算存在差异的查询。

外部查询缓存 - 如果基础数据源在您上次运行同一查询后未发生过更改，Tableau 将自动从之前保存的查询缓

存中读取数据，这样数据几乎可以瞬时加载完毕。

Tableau Desktop 中的按需连接 - 当您打开已发布的工作簿时，Tableau Desktop 仅连接到显示当前工作表

的数据所需的数据源。也就是说，您可以更快地看到数据。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prep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new-features/ask-data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new-features/ask-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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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性能的最佳做法：Tableau
在介绍其他工具和自定义设置前，我们首先建议您在可行的情况下持续更新自己的 Tableau 部署。这样，您就

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在产品最新版本中引入的性能改进。

性能记录器
性能记录器是一款强大的内置工具，让您可以找出运行缓慢的查询并优化工作簿，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性能。其方

法是跟踪具体工作簿执行一次查询和计算布局所用的时间。将鼠标悬停在下方某个绿条之上，用户便可查看正在

针对 BigQuery 生成的查询。发现运行缓慢的查询后，您通常可以通过重新审视数据模型来解决性能问题。

在“时间范围”视图中，可以通过“工作簿”、“仪表板”和“工作表”列明确事件的上下文。

 

如果您想加快工作簿的运行速度，可以根据哪些事件的持续时间较长来判断应先从何处着眼。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创建或解读性能记录，请访问以下帮助文章：

Tableau Desktop 上的性能记录器（创建）

Tableau Server 上的性能记录器（解读）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perf_record_create_desktop.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server/zh-cn/perf_record_interpret_serv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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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筛选器
如果您要将筛选器应用于大型数据源，则可以通过设置上下文筛选器提升性能。可以先用一个上下文筛选器来筛选数据源，

这样只需对筛选出的记录再应用其他筛选器。采用这种顺序可避免将每个筛选器都应用于数据源中的每条记录。

如果要设置的筛选器可大大降低数据集规模，并打算将这些筛选器用于众多数据视图，则应将这些筛选器设为上下文筛选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在线帮助指南中的“使用上下文筛选器提高视图性能”一文。

 

您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上下文筛选器来提升性能。 

聚合度量

如果您创建的视图运行缓慢，请确保您使用的是聚合度量，而不是离散度量。视图运行缓慢通常意味着，您正在尝试同时查

看众多行数据。您可以通过聚合数据来减少行数。 

在“分析”菜单中可以查看度量是否为聚合度量。您还可以为度量设置默认聚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在线帮助指南中介绍数据聚合的文章。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filtering_context.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alculations_aggreg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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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组
如果您想要对某个维度进行筛选，以便根据度量值的范围移除一些成员，则应该创建一个集，而不是使用定量筛选器。

例如，可创建一个集，仅返回某维度中的前 50 项（而不是该维度中所有项）。 

当您基于所选的内容创建组时，请确保仅包含感兴趣的列。集中每多出一列，性能便会降低一分。

在 Tableau 中创建组时，可以选择将所有剩余的成员都归入“其他”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在线帮助指南中的“创建集”一文以及“创建组”一文。

先添加筛选器
如果您要处理的是大型数据源，并且停用了自动更新，那么在向视图中添加筛选器后创建的查询可能会相当缓慢。不应

先生成视图再指定筛选器，而应该先指定筛选器再将字段拖到视图中。这样，您运行更新或启用自动更新后，系统将会

先进行筛选。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sortgroup_sets_create.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sortgroup_groups_crea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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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自动更新
当您将字段放入功能区后，Tableau 会通过自动查询数据源来生成视图。如果您创建的数据视图包含大量数据，则查询

可能会非常耗时并且大大降低系统性能。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指示 Tableau 在您生成视图的过程中停用查询。之后，

当您准备好查看结果时，可以再重新启用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在线帮助指南中介绍自动更新和性能的文章。

留意警告

如果您试图将某个大型维度（拥有众多成员）放入任一功能区，Tableau 会显示性能警告对话框。该对话框将提供四个

选项，如下图所示。如果您选择“添加所有成员”，则性能可能会大幅下降。

将大型维度放入功能区时，如果可能会严重影响性能，Tableau 会发出警告。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queries_autoupdat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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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并行查询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属性来提高从 BigQuery 返回到 Tableau Online 和 Tableau Server 的大型结果集的性能；在 

Tableau Desktop 上，则可以通过配置并行查询做到这一点。可以将这些自定义属性纳入到您的已发布工作簿或数据源

中，只要您在将工作簿或数据源发布到 Tableau Online 或 Tableau Server 前先指定这些属性即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在线帮助指南中“Google BigQuery”一文的“使用自定义属性来提高查询性能”部分。

优化成本和性能的最佳做法：Google BigQuery
为提升查询性能和降低成本，通常最好避免使用数据位于 Google Cloud Storage 等外部数据源中的联合表。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要对数据集执行迭代查询，应使用查询 API 实现 BigQuery 中的数据（独立于 Tableau），以便通过 

Tableau 对数据集进行高性能查询。

非标准化与预联接

BigQuery 支持超大型联接，而且联接性能极佳。不过，BigQuery 是列式数据存储，针对非标准化数据集使用时可以发

挥出最优性能。

云技术所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存储资源与计算资源分离，让用户可以对这两种资源分别进行扩展和付费。由于 

BigQuery 存储价格便宜、扩展性强，通过非标准化和预联接将数据集转换为同构表通常可节省资金。实质上，这意味

着您可以少用一些计算资源，而多用一些存储资源（后者更有利于提升性能，也更经济实惠）。由于 BigQuery 属于列

式存储，可以有效压缩数据，因此减少计算资源而增加存储资源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成本也可能更低。

BigQuery 是卓越的 ETL 工具，可让您快速且高效地执行大规模变换和传递。实现 128 MB 以上的数据集时，请务必启

用“允许大型结果”。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准备待加载的数据和如何使用 BigQuery 的 SQL 方言来查询数据，请参阅以下文章：

加载非标准化的嵌套数据和重复数据

写入较大的查询结果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examples_googlebigquery.htm#use-customization-attributes-to-improve-query-performance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loading-data#loading_denormalized_nested_and_repeated_data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writing-results#larg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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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期划分表

将一个表分割成多个较小的分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划分”，这样做有助于简化数据管理工作、提高查询性能和降低成本。

而且，BigQuery 也支持对已分区的表进行聚类分析；如果数据已经按日期或时间戳列进行了分区，或者您针对查询中

的特定列创建了筛选器或聚合，这种支持就会派上用场。

有些数据天生就适合按日期进行分区：例如日志数据，或者记录中包含单调递增时间戳的任何数据。在这种情况下， 

不妨按日期划分 BigQuery 表，并在表名称中加入日期。若要利用这一点，需在 Tableau 中使用自定义 SQ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指南中的“连接到自定义 SQL 查询”一文。 

例如，可以为表指定下面这样的名称：mytable_20170501、mytable_20170502，依此类推。

之后，如果要运行按日期筛选的查询，可以使用 BigQuery 通配符表的函数：

SELECT

 name
 

FROM

 `myProject.myDataSet.mytable_*’
 

WHERE

 age >= 35

上例将自动包括带有 mytable_ 前缀的所有表。

若要使用通配符，必须按照以下模式命名表：[任意前缀]YYYYMMDD。

一些其他的数据库系统依靠划分来提升性能。实际上，按日期划分表的做法对 BigQuery 的性能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由于您处理的数据减少了，因此为每次查询支付的费用便会降低。

请注意，如果决定按分钟级别划分表，可能因分片过多而直接影响性能。必须多加注意，以免同时产生过多分片。 

“每天”以下的划分精度通常都是可接受的。

如需详细了解划分，请参阅以下文章：

分区表简介

聚簇表简介

使用通配符表查询多个表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ustomsql.htm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partitioned-tables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clustered-tables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querying-wildcard-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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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多个类似查询时指定目标表

虽然您运行多个相同的查询时，查询缓存非常有用，但是当您运行略微不同的类似查询（例如，两次运行的查询相比，

只是 WHERE 子句中的值有所变化）时，查询缓存作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源表运行一次查询，将您打算重复

查询的记录写入到一个新的目标表。然后，针对您创建的新目标表运行查询即可。

例如，假设您打算运行三个查询，它们分别包含不同的 WHERE 子句：
 WHERE col1 = “a”

 WHERE col1 = “b”

 WHERE col1 = “c”

这种情况下可以针对源表运行一次查询，将输出记录写入到目标表中：
 SELECT col1

 FROM source

 WHERE col1 = “a” OR col1 = “b” OR col1 = “c”

通过使用“OR”运算符连接各个 WHERE 子句，我们可以获取到所有相关记录。我们的新目标表可能远远小于原始的源

表。由于 BigQuery 根据查询中处理的数据量收费，与直接针对源表运行查询相比，针对新的目标表运行后续查询可节

省资金。将来必须注意要清理这些表，以防其存储费用增加。

使用 Tableau 将 Google BigQuery ML 模型结果可视化
借助 BigQuery ML，用户可以利用嵌入的机器学习技术，根据 BigQuery 中存储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不过，就像处理

任何其他数据时一样，直接查询数据库并非总是探索模型输出的理想方法。 

而利用 Tableau 的 BigQuery 连接器，您就可以轻松操纵预测模型的结果，同时这种操纵方式还有助于直观地理解数

据。此外，Tableau 还让用户可以轻松与他人共享自己的模型及其结果，使其他人也能受益于自己的所有工作成果。

如需查看示例，请阅读 Using BigQuery ML with Tableau to predict housing prices（结合使用 BigQuery ML 与 

Tableau 来预测房价）。

虽然在这项练习中调用 Google BigQuery ML 中的机器学习算法必须要用到自定义 SQL，但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自定义 

SQL 来代替 Tableau 本身的连接时，需要考虑性能方面的因素。应尽可能使用 Tableau 本身的数据源连接，以便获得

最优性能。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使用标准 SQL 查询来创建和执行机器学习模型，请参阅 Google Big Query ML 在线帮助指南。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7/leveraging-google-bigquerys-machine-learning-capabilities-analysis-tableau-91862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7/leveraging-google-bigquerys-machine-learning-capabilities-analysis-tableau-91862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docs/bigquer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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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zulily 结合使用 Tableau 和 Google BigQuery 实现自
助式分析的要诀
zulily 是一家发展飞快的电子商务公司，它使用 Google BigQuery 作为企业数据仓库，再搭配 Tableau，打造了一个可

实现数据访问和可视化分析的大数据平台。通过集成 BigQuery 与 Tableau，其分析团队在日常工作中就能快速获得、提

取并使用数据来构建报告和模型，而无需依靠 IT 人员。此外，业务部门的用户也可以实时访问用于快速制定决策的关键

数据，无需分析师参与即可获得基本的分析洞见。

下面列举了 zulily 采取的几项最佳做法：

通过在 Google Compute Engine 上使用 Tableau Server 来降低延迟 - 传统的模式是每个区域分别作为

独立的 VPC（虚拟专用云），而实际上有更好的做法：直接利用 Google 的专用主干网，无需接入互联网，也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设置。这种做法还可以让您以合适的规模进行部署，避免过度配置。

使用联合来源并将 BigQuery 作为 Tableau 的查询对象 - 对于 Google Cloud 内的数据，您应充分利用 

BigQuery 查询外部数据源的功能，并将 BigQuery 作为您的数据湖。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减少需要通过网络传送到 

Tableau 进行分析的数据量。

通过与 BigQuery 的实时连接来处理大型数据集 - 充分利用 BigQuery 处理大型数据集的功能，只将结果通过

网络传送出去。除非有明确的理由要提取数据，否则不妨将与 BigQuery 建立的默认 Tableau 连接设为“实时”连接。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以及所有 10 大要诀，请参阅以下由两部分组成的系列博文：

 第一部分： Zulily 为何使用 Tableau 和 Google BigQuery 创建自助式营销分析平台

 第二部分：zulily’s top 10 tips for self-service analytics with Google BigQuery and Tableau（zulily  

         结合使用 Google BigQuery 和 Tableau 实现自助式分析的 10 大要诀）

结语
通过运用最佳做法，业务部门用户、数据分析师等都能够最大限度提高针对 Google BigQuery 生成的 Tableau 可视化的

性能和响应迅捷性。结合使用这两种技术时，用户可以真正做到瞬间可视化数十亿行数据，实现随想随答。

http://www.zulily.com/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4/why-zulily-created-self-service-marketing-analytics-platform-tableau-and-google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4/zulilys-top-10-tips-self-service-analytics-google-bigquery-and-tableau-84969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4/zulilys-top-10-tips-self-service-analytics-google-bigquery-and-tableau-84969


 

关于 Tableau

Tableau 是一个完整易用的可视化商业智能平台，可直接用于企业，通过大规模快速自助式分析帮助人们查看并理

解数据。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在 Windows 还是 Linux 上，Tableau 都能够充分利用您现有的技术投资， 

随着您数据环境的变化和增长来进行扩展。让您最为宝贵的两项资产充分发挥价值：数据物尽其用，员工人尽其才。

其他资源

Tableau 免费试用

Tableau Online 帮助指南：Google BigQuery

Tableau Server and Google Cloud Platform: rapid-fire business intelligence in the cloud（Tableau 

Server 与 Google Cloud Platform 珠联璧合：在云端实现快速便捷式商业智能） 

Tableau 和 Google 的解决方案

Tableau 和大数据：概览

为何要在云端实现业务分析？

设计高效工作簿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examples_googlebigquery.htm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hitepapers/tableau-server-and-google-cloud-platform-rapid-fire-business-intelligence-cloud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hitepapers/tableau-server-and-google-cloud-platform-rapid-fire-business-intelligence-cloud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google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ableau-big-data-overview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why-business-analytics-cloud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designing-efficient-workbook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