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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专业人员为何选择使用 Tableau 
来实现现代 BI 和分析
本文旨在帮助 IT 和商业智能决策者了解 Tableau 与市场中其他现代分析解决方案的区别。对数据不断增长的需求，

意味着商业智能和分析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相信评估现代 BI 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要理解比软件当前功

能更多的内容。为确保分析平台作为推动企业转型投资的长期性，您应该对其使命、理念和周边社区充满信心，

并了解它们在您部署、扩展和支持您的现代 BI 工作时为最终用户和 IT 专业人员带来的价值。

BI 和分析提供商可能会对功能做出类似的声明，并且最终的可视化甚至可能看起来完全相同。但是，当用户能够提出

并回答自己的问题时，他们将获得更深刻的见解，从而为您的组织带来更多价值。

Tableau 是现代商业智能平台中的市场领导者，提供最佳的分析广度、深度和灵活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践行

我们的使命：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我们的平台易于部署和扩展、直观易学、功能强大，可帮助个人和组织快速

获得见解和价值。

通过数字解读
Tableau

年来始终在 Gartner  
分析与商业智能平台魔力
象限中占据领先者位置

种支持混合数据访问的本机连接
个数据点 

可进行可视化

587%
投资报酬率

<3 个月
回报 Tableau 投资所需的时间

根据由 Forrester 咨询公司代表 
Tableau 进行的一项委托研究

获取报告

1 百万以上
Tableau 社区中用户群组
和在线论坛的成员

7

75+ ∞

18,000+
Tableau 全球用户大会 

现场参与者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otal-economic-impact-report-ta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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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现代分析平台 Tableau 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优异
的灵活性
商业智能平台不应支配您的数据和分析策略。选择是 Tableau 的理念，我们为客户提供部署方式、连接数据和协作方式方

面的最优选择。借助灵活的部署选项，您不仅能够利用现有的技术投资，而且可以做好准备来应对技术生态系统的变化。

随着数据环境和业务需求的持续发展和扩大，您始终可以依赖 Tableau。

得益于 Tableau 的自动化和标准化，生产效率得到提升，我们轻松

地节省了 10,000-20,000 工时。但 Tableau 的好处不仅限于此，

对于我而言，Tableau 的商业价值是无限的。

—PREETHAM SHANBHAG，霍尼韦尔印度 
财务规划与分析运营及转型高级总监

阅读完整案例

这时候就需要一款工具来分析所有这些精彩数据和信息，为我们

带来真知灼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掌握所有这些信息并能够洞

悉它们越发显得至关重要。现在，我们使用我们的逻辑数据仓库和 

Tableau 制作出了仪表板，大家可以共同协作，所有这些信息也都可

供访问了。

— TIM NALL，BROWN-FORMAN 首席信息官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honeywells-global-finance-center-saves-10000-man-hours-tableau-alteryx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brown-forman-maker-jack-daniels-scales-1000-users-month-subscription-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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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需位置部署 Tableau：在 Linux 或 Windows 上、嵌入到门户和应用程序中、在本地、在公共云或完全托管的 
SaaS 中。我们的托管服务采用您部署在硬件上的相同技术运行，因此如果您更改部署模型，无需重建任何内容。
无论您使用哪种云策略，Tableau 都能为您提供支持，这种灵活性是任何其他完整平台无法提供的。此外，您可以
使用现有的安全性、身份验证协议和设备管理平台等。 

Tableau 支持从准备到分析、治理和数据管理以及共享的自助式分析全过程。用户可以使用任何形状、大小和类型的
数据，无论数据位于本地、云应用程序还是平面文件中。直接通过实时连接查询数据，或创建可按照您设置的任何
计划自动刷新的数据提取。完全从 Web 制作新内容。从 Android 或 iOS 移动设备上与 Tableau 进行交互。

另外，使用我们的扩展 API，开发人员可以创建仪表板扩展，这些扩展使客户能够直接在 Tableau 中集成其他应
用程序中的数据并与之交互。访问扩展程序库，查看其他开发人员与合作伙伴构建的内容。

简单而强大的管理功能
Tableau 提供您所需的功能、集成、自动化和可审计性，使您能够直接在 Tableau 或配合企业标准监视工具轻松

跟踪和管理内容、用户、许可证和服务器性能。我们大幅简化了查看和管理内容（使用版本控制）、用户、组和任务

（例如数据提取刷新、订阅和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的难度，同时保证了数据的行级安全性。此外，管理功能

中还内置了默认视图，使您能够以可视化方式监视到视图和数据源的流量、用户操作、加载时间等更多性能指标。

Tableau Server Management Add-on

针对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提供的高级平台功能，可帮助您更有效地运行大型、任务关键型 

Tableau Server 部署。通过基于代理的增强型监控功能、简化的内容迁移以及使用 Amazon RDS 

Postgres 在外部托管 Tableau Server 元数据存储库的功能，从您的分析环境中获取更多信息。

请注意： Tableau Server Management Add-on 与您的 Tableau Server 部署是分开许可的。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extensiongallery.tableau.com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add-ons/server-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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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您所需的安全性和治理功能
您组织中的人员已经开始使用自助式分析满足自身分析需求。他们导出数据以进行下游分析，并通过电子表格文件和电子

邮件协作，常规方式是将现有 BI 报告用作 ETL 以进行自己的非管控分析。最了解数据的人员应负责提出并解答组织员

工的问题，但也有责任规避治理、信任或安全性风险。您需要不会造成混乱或妥协的自助式解决方案。

Tableau 能够安全地为平衡 IT 需求和业务敏捷性所需的治理提供适当的支持，使您获得从传统的 IT 控制型管道到 

IT 支持型自助式模型的全方位治理。灵活的控制性与定义明确的角色、责任和流程相辅相成，使受管控的大规模自助式

分析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优化安全性和治理原则，推动实现迭代式成功的过程。

Tableau 平台满足安全性、治理和监视要求，且业务用户感觉不到您的数据架构的复杂性。

通过 Tableau 数据服务器，您可以集中管理：

 • 数据访问和权限，处于安全、受管控的运营模式中。

 • 数据库驱动程序 - 无需安装在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

 • 数据源，包括已发布数据源和已认证数据源。 

   了解更多信息

Tableau Data Management Add-on 

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以更好地管理和治理自助式分析环境。了解更改表的影响，并在用户的分析流程中直接

向用户传达数据质量。从数据准备到分类、搜索和管控，您可以确保用于决策的数据是可发现的、最新的且可

信任的。Tableau Data Management Add-on 包括 Tableau Catalog 和 Tableau Prep Conductor，

并且已完全集成到 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中。 

请注意： Tableau Data Management Add-on 与 Tableau Server 或 Tableau Online 部署是分开许可的。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enabling-governed-access-tableau-data-server%20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add-ons/catalog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prep#conductor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add-ons/data-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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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帮助人们和组织更善于利用数据来做出决策
在当今的数字化转型时代，每个人都认同，让数据成为对话的中心能够推动变革，但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合适的分析技术。

潜在转型解决方案的评估不应止于软件层面。您还应该考虑如何推出、实现、扩展和支持该解决方案，确保采用率和参与度。 

通过与数千名客户以及分析专家合作，我们提取出了最佳做法，并制定了创建数据驱动型组织的分步指南。Tableau Blueprint 

帮助客户采用细致、全面的方法来开发公司范围内的分析实践。 

Tableau Blueprint 提供关键基础工作和三个主要工作流的具体计划、建议和指南，能够将可重复流程转化为在整个组织

中建立和强化数据驱动型思维模式的核心功能。

目前，我们正在使数据成为组织内作用更大的资产，在内部将我们的

数据提升到新的水平。以前，我们以一种线性思维来考虑每个途径，

但是 Blueprint 改变了我们的观念 — 它们应该并行不悖。
—RACHEL COSTA，产品经理兼数据可视化负责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blueprint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world-food-programme-scales-12x-24-months-tableau-blu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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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产品以用户为中心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 - 其中的最核心关键词是人。我们认为人是最有价值的资产，而数据 - 也就是

您花费数百万美元捕获、管理、清理和存储的数据 - 可以使您的人员更具价值。如果您将数据交给精通业务的人员，

接下来便会发生奇迹。我们希望能够赋予员工思考、行动和实现目标的能力。

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业务分析产品的初衷在于集中和控制数据，而非普及使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解决方案需要

高深的技术专业知识，使得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利用分析的优势，因此在获得数据驱动的见解时往往存在较大的阻碍。

但我们相信数据分析的途径应该是提出问题，而非学习软件。深度专业化的技能是满足好奇心和大规模释放全新创造潜

能的阻碍 -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轻松发现、探索并共享强有力的见解。

重要的不仅仅是仪表板
我们将可视化用作数据的交互界面，而不仅仅是显示结果的方式，让数据变得易于探索。虽然仪表板功能强大，但对业

务而言，变革性价值在于探索和交互性，允许用户在不间断的流程中提出并解答问题。仪表板或报告有助于解答已知

的问题，但通过可视化分析进行探索，用户可以发现未知的问题，并获得超越最初问题的具有影响力的见解。

VizQL 是 Tableau 专利的可视化查询语言，可将拖放动作转化为数据查询，然后以可视化的形式表 

达数据。VizQL 对查询和分析的底层复杂性进行了抽象处理，让人们能够做到随问随答。

我认为,这就是 Tableau 在 JPMC 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它从无到有

发展到今天，是因为人们想要使用它，而不是因为它突然流行起来。

—JASON MACK，JPMORGAN CHASE 分析总监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jpmorgan-chase-chooses-tableau-enable-self-service-analytics-keeping-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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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为自助式可视化分析提供最大的广度和深度
交互式可视化分析是商业智能领域的新常态。可视化分析让所有技能水平的用户都能够更容易从其数据中获得见解。

而现在尚有许多 BI 解决方案保留了代码冗杂的过时流程，这些流程依赖于一套预先确定的标准来创建报告和仪表板，

反而限制了原本在无需掌握修改可视化相关具体技术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用户就能收集到的见解。当他们遇到后续问题

或需要对其分析进行透视时该怎么办？他们是否还要重新求助 IT，然后加入漫长的请求队列等待解答？或者他们是否在

影响信息治理的情况下，将数据导出到电子表格？ 

在 Tableau 中，即时可视化响应能够在不中断分析流程的情况下，实现无限制的可视化数据探索。没有“构建”与“视图”

模式，并且允许无限制“撤消”，让您不会误入歧途。Tableau 还对所有数据点（而不是数据样本或子集）进行可视化，

因此您能够使用分析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为每个人提供强大的分析功能 - 无需编码或深入的专业知识

•   在 Tableau Prep 中准备数据时，对相似的数据点进行自动分组和替换。

•   联接来自不同供应商和数据库的表，然后将它们另存为新的单一数据源。将其他数据添加到分析，自动将字段链接

到现有数据。

•   在分析中对数据进行建模。只需单击几下即可创建组、集和计算字段。可轻松隐藏或排除行、列或异常值。

•   可使用套索或其他选择工具选择多个数据点，无需按住 Ctrl 重复单击。

•   拖放即可创建参考线、趋势线、分布区间和群集等。

•   可轻松执行详细级别和快速表计算来操作聚合数据，简化原本具有挑战性的数据库工作。

 

      

地图
内置的地图功能包括按国家/ 

地区、省/市/自治区和城市等
显示数据，无需经纬度信息。 

Tableau 可自动识别地理区
域字段，并支持空间文件、
线性几何、双轴地图和
自定义地图等。

日期和时间
Tableau 可自动识别日期和时间格
式并创建日期分层结构，在分析
过程中可轻松快速地移动数年、
数季度、数月、数周或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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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最终用户进行自助式分析成为可能，这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我们的工作依托于行业先驱的直觉和数十年来专注科

研得到的结论，让分析变得更快、更轻松、更直观。Tableau 将可视化最佳做法融入到软件中 - 包括提供消除了人眼自

然偏差的精选调色板，以及根据您正在分析的数据自动建议有效图表类型。

并且，我们在持续投入，致力于开发增强的分析创新功能，通过机器学习、统计、自然语言和智能数据准备，帮助从数

据科学家到业务用户的任何人更快地获得答案并发现意料之外的见解。

 

      

“数据问答”
使用自然语言输入一个问题，
并立即获得丰富的数据可视化作
为答复。在浏览过程中优化问题。
根据组织的定义和计算自定义语
义模型。“数据问答”功能完全集
成在 Tableau 平台中，无需额外
部署即可用于已发布数据源。

了解更多信息

“数据解释”
利用 AI 功能解释特定数据点。
在后台使用高级数据模型检查数
百个可能的解释。呈现可能性最
大的一些解释作为具有侧重性的
交互式可视化项。无需离开分
析工作流即可深入了解解释。

了解更多信息

更快地迎来“发现”时刻

•   以建议的形式向用户显示经认证的数据源，及以机器学习为基础的建议表和智能联接。

•   “智能显示”可根据当前数据提供最佳可视化类型。

•   使用“设备设计器”自定义仪表板在平板电脑和移动设备上的显示方式。

•   筛选已发布的内容，并将个性化视图保存为默认视图。还可以使用用户权限，自动创建内容的自定义筛选视图。

•   配置活动驱动型通知，并根据任何期望的通知计划为您和他人订阅内容。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new-features/ask-data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new-features/explai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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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统计算法已嵌入 Tableau，因而业务用户可利用 K-均值聚类分析、预测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强大功能。数据科学家

可利用 Tableau 传递其分析模型的结果：Tableau 不仅能够连接到来自 MATLAB、R、SAS 和 SPSS 的文件输出作为

数据源，还支持与 R 和 Python 的直接集成。您可以直接在 Tableau 内部运行代码（包括 Tableau Prep Builder 流程

中的自定义脚本），也可以通过预测服务（例如 Rserve 和 TabPy）对模型结果进行可视化和操作。

      

Tableau 通过为满足所有技能水平用户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强大分析功能，为单个分析师到整个组织实现价值最大化。 

Tableau 用户热情洋溢有能力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查看并理解数据，这表示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成功。Tableau 一心专注于 BI 市场，自 2003 年成

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远超对手的速度持续投资研发。同时，我们认识到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我们都更聪明、更了解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大部分创新都是由客户反馈驱动产生，因此我们能够持续发布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功能，

而不仅仅是惊艳或热门的功能。

正是在 Tableau 的帮助下，好事达保险公司的特别调查部门成为了

业界先锋。我们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来打击保险欺诈行为，

为好事达的广大客户保驾护航。

—MARTA MAGNUSZEWSKA，好事达保险高级分析主管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customer/allstate-identifies-out-pattern-trends


11IT 专业人员为何选择使用 Tableau 来实现现代 BI 和分析

一个让您立于不败之地的社区

Tableau 社区是我们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它让 Tableau 与众不同，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并确保用户持续参与。

产品为这些用户带来了成功，而他们所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激情和热情便是这些成功的直接体现，这种类型的支持对于所

有类型的 Tableau 客户来说都大有裨益。 

我们经常从客户那里听到“社区会让您立于不败之地”。Tableau 拥有超过一百万名会员，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 500 多个

用户群组，他们积极参阅我们的在线论坛。Tableau 社区积极活跃、多元化、富有创造性，并且在线上线下相互支持。

这些社区成员致力于帮助他人了解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Tableau 中的价值，并热衷于共享他们的经验和最佳做法。我们一

年一度的 Tableau 全球用户大会是践行上述行为的最佳机会之一，大会上将有超过 18,000 位现场参与者（并且在不断

增长！）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和交流。

杰出成员会因其技能、参与度和对社区的贡献而获得特别表彰（例如“Tableau 大使”或“Tableau 专业大师”）。个人也可

以通过参加认证考试来获得专业认证。认证可帮助我们的专家用户在社区中脱颖而出，掌握新技能，促进职业发展，

并在其与客户和同业人员交流时建立可信度与平等性。

当然，Tableau 还提供许多支持资源，例如在线帮助文章、视频教程和直播式培训机会等。从建立卓越中心到培养内

部社区，我们致力于帮助您深化现代分析投资的价值。 

Tableau 采用率的指数式增长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自身的容量规划和支

持模型。我们开发了一种可同时为富有经验的分析师和新手业务用

户提供支持的方法，从而推动数据驱动型文化。

— ANDREW SALESKY，CHARLES SCHWAB 全局数据官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zh-cn/community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customer/charles-schwab-equips-more-12000-employees-tableau-advance-data-driven-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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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行善事
全球各地的人都在使用 Tableau，他们不仅将其用于商业分析，还用于发展和学习、帮助他人以及旨在通过数据改进世

界的激情项目。事实证明，数据素养较高的人才在市场上非常紧缺，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选择。

考虑选择哪种技术以及与哪些其他公司合作时，组织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及责任的引导。

从疾病研究、教育模式、工业效率到病患护理和政府支出，用数据行善事的机会永无止境。

      

Tableau 基金会
Tableau 基金会将匹配捐赠与员工捐款等额的款项，并将匹配社区志愿
服务时间，向合作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财务支持。

我们计划将我们最具价值的两项资源（人员和产品）与资金支持相结合，
向旨在改变世界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支持。

通过 Tableau Service Corps，非营利组织能够与 Tableau 员工和希望自
愿提供其数据技能的合作伙伴取得联系，帮助组织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Tableau 学术研究
迄今为止，Tableau 学术研究计划
已帮助全球各地超过 1 百万名学生
和教师在课堂中使用 Tableau。

Tableau Public
在 Tableau Public 上， 

非营利组织、记者、博主、政治爱
好者等成员每周都会与全世界共享
超过 13,000 个新的可视化项。

https://www.tableau.com/zh-cn/foundation
https://www.tableau.com/zh-cn/academic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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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 Tableau，体验非凡之处

现在，对造就 Tableau 成为现代商业智能市场领先品牌的原因，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如果您问我们的看法，我们认

为客户选择 Tableau 的首要原因是他们用自己的数据进行了尝试，并亲自体验到了它的非凡之处。我们不希望您轻信我

们或者客户的说辞。 

立即开始试用 Tableau。 

开始使用

起初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范围非常有限的业务使用情形， 

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它快速传播开来。所有人都在谈论大数据分析，

但 Tableau 做出了行动，将它化繁为简。

- ASHISH BRAGANZA，联想全球商业智能总监

阅读完整案例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lenovo-increases-reporting-efficiency-across-enterprise


关于 Tableau
Tableau 是一个完整集成的企业级可视化分析平台，可帮助用户和组织提高数据驱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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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企业的 Tableau：IT 概述

Tableau 的总体经济影响

Tableau 的价值 

Tableau Blueprint

比较 Tableau

客户故事

Tableau 免费试用

https://www.tableau.com/zh-cn/enterprise-IT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otal-economic-impact-report-tableau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value-of-tableau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blueprint
https://www.tableau.com/zh-cn/compare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s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16.119.01.0001.01.ENG&toc=OJ:L:2016:119:T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