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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 Microsoft Excel 来进行数据跟踪和分类，并执行各种财务、数学和统计操作。它不但是收集

数据的利器，更是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虽然 Excel 配备了众多可帮助您着手处理数据的功能，但要想让数据再上

新台阶，就需要用到 Tableau 提供的灵活且响应迅捷的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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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数据是使用 Excel 存储的？ 
不妨使用 Tableau 将它们整合到一起

Excel 作为传统的电子表格工具，可以很好地为您打理数据的添加、收集和存储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但如

果数据量庞大且又分散在不同的工作簿中，要理清头绪，发掘其中蕴藏的数据故事，恐怕是一项实难招架的艰巨任务。

您可能会感到无从下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总算找到要重点处理的数据。

您怎么知道哪个工作簿，甚至是哪个工作表或标签包含您所需的数据呢？要是打开后发现里面没有呢？如果存储在 

Excel 中的数据并不能完整地揭示数据故事，还需要结合分析其他工具里的数据呢？

Excel 能妥善存储您的数据，而 Tableau 则可以轻松整合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工作表和工作簿里的所有数据，哪怕

数据并非存储在 Excel 中，也全然不在话下。这样，您就可以快速分析分散在各种子表、工作表和工作簿中的数据，

而且一次就可以全部搞定。借助 Tableau，您在一个平台上就可以集中洞悉数据全貌，可以说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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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在使用 Excel 中的图表和图形？ 
建议您改用 Tableau 来制作图表和信息更加丰富的可视化。

优秀的电子表格工具都是围绕数字设计的，Excel 也不例外。数字都是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能够直截了当地传达

要点，但如果以电子表格的形式一行行地显示出来，显然就不太有吸引力，不利于挖掘数据内涵或呈现分析结论。

现代企业中上上下下的各级人员无疑都唯数字论。在 Excel 中，您可以对数字进行透视，从而制作出能够直观呈

现分析结果的图表。但后续如果再想提出问题做进一步分析，Excel 等工具恐怕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使用 Excel 时，您需要对问题的答案有一个大体的概念，然后才能决定哪种图表最适合显示您的分析结果。而谁又

能做到对所有类型的分析都有这样的预见性呢？即便您认为自己已正确选择要使用的图表，数据也可能已经改变。

可能还有其他信息可帮助您进行分析。图表的结果可能与您的期望不符，或者未能正确回答问题。一旦发生诸如此

类的情况，您往往就需要从头再来。

Tableau 突破了静态图表的局限，以可视化的形式来呈现分析结果，帮助用户更加全面地洞察自己的数据。您可

以毫不费力地调整自己的数据可视化，随心所欲地探索每一个角度，而且这一切都不要求您通晓电子表格一级的细

节或复杂的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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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选用哪种图表和图形最适宜，最终取决于您的数据，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Tableau 可视化备受学术界人士和商务人

士等青睐，经过专门优化，可处理新的和不断变化的数据。他们自然会宣扬新鲜出炉而又具有实用价值的可视化。而您则可

以将重点放在分析上面，无需再纠结使用哪种图表来显示结果，也不用再耗费心力去预测答案，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出

合适的问题上。

Choosing charts and graphs in Excel? 
Build charts and even more insightful visualizations with Tableau

Like a good spreadsheet tool, Excel is oriented around numbers. Numbers are raw and straight 

to the point, but seeing rows in a spreadsheet isn’t a very compelling way to dig into the data or 

present your analysis. 

You trust the numbers, your boss trusts the numbers, and your boss’s boss trusts the numbers. 

You can pivot your numbers to create charts that visually represent the results of your analysis, 

but asking follow-up questions is where a tool like Excel can fall short. 

In Excel, you need to have a reasonable idea about the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before deciding 

which chart best displays the results of your analysis. Who has this level of foresight for all 

types of analysis? Even after you think you’v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about which chart to 

use, the data might have changed; there might b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help with 

your analysis; or the results of your chart don’t look the way you expect, or answer the question 

properly. In cases like this, you often have to start over. 

Tableau moves beyond static charts by making your analytics visual, facilitating a more holistic 

view of your data. You can effortlessly adjust visualizations of your data so you can freely 

explore each angle—without needing to be intimately familiar with spreadsheet-level details or 

complicated analyses.

Ultimately, your data informs the best chart and graph choices—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ableau visualizations, loved by academics and business professionals alike, are optimized to 

handle new and changing data. They naturally promote fresh and relevant visualizations. By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rather than on the chart to display your results, you can focus 

less on predicting the answers and focus more o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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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使用 Excel 进行计算？ 
试试 Tableau，不但能计算，还能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您可以使用 Excel 的公式和函数（比如 LOOKUP 或 SUM）对数据进行多种计算。轻松方便地完成这些任务固然重要，

但您可能还需要让自己的数据分析更上一层楼，而且能快速完成。

除了提供智能计算语言外，Tableau 还内置了多种功能，可以帮助您将数据转变成您和他人都能使用的结构和格式。

这些分析功能可以实现随心所欲的数据探索。您可以快速找出和隔离异常值、发现潜藏的规律、显示地理位置、查看

趋势，以及对未来情况进行建模分析以便预测结果。

使用 Tableau 分析数据时，您无需担心自己的数据会损坏，即使有人无意中删除了您的某个公式，您也不会丢失数

周或数月的工作成果。您的数据会安然无恙，因为 Tableau 绝不会向您的原始数据源写回数据。借助 Tableau，

您可以从每一个角度刨根问底，轻松而有条理地提出问题，通过答案发现新的精辟洞见。

Using Excel for calcs? 
Try Tableau for calcs and even richer analytics

You can use Excel’s formulas and functions, like LOOKUP or SUM, to perform a number of 

calculations on your data. And while it’s important that these tasks be convenient,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needing to take your analysis to the next level—and fast. 

In addition to a smart calculation language, Tableau has a number of built-in features to help you 

get your data in a structure and format you and others can use. These analytics allow you and 

others to explore data at will. Quickly reveal and isolate outliers, discover hidden patterns, show 

geographical locations, see trends, and model the future so you can anticipate results. 

With Tableau, you can analyze your data without worrying about your data becoming corrupt, or 

losing weeks or months of work because someone accidentally deleted one of your formulas. Your 

data is safe, because it never writes back to your original data source. Tableau lets you find every 

angle of inquiry, effortlessly and organically asking questions and letting the answers lead you to 

new and amazing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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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分享 Excel 报告？ 
试试使用 Tableau 分享内容并与他人协力探索数据。

当您需要与他人分享 Excel 中的分析结果时，可以分享实际报告或 PDF。但如果您希望其他人能够提出后续问题或与数据

进行交互，如何才能做到呢？要想与他人共享或邀请他人协同处理 Excel 电子表格，需要进行一道额外的配置、安排好预

防措施，有时甚至还要用到第三方插件。

而 Tableau 本身就内置了协作功能，从而使协作成为贵组织分析周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需要进行额外的配置，也无需使

用其他加载项，即可共享或协作处理数据。使用 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时，您可以在网络上集中处理数据。

如需与他人协作处理，只需发布可视化和仪表板并与他们共享即可。

Sharing Excel reports?  
Try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exploration with Tableau

When it comes time to share the results of your analysis in Excel with others, you can share 

a physical report or PDF. But what if you want to allow others to ask follow-up questions and 

interact with the data? Sharing or inviting others to collaborate on your Excel spreadsheets 

requires a level of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precautions, and sometimes even third-party 

plugins. 

With Tableau, collaboration is built in as an integral step in your organization’s cycle of analytics. 

There are no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s or add-ons required to share or collaborate with data. 

With Tableau Server and Tableau Online, your data is centrally available on the web. Simply 

publish and share visualizations and dashboards with the people you want to collaborat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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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结合使用 Excel 和 Tableau，可以让您的数据分析再上新台阶。您将摆脱静态电子表格和图表的局限，进入一个全

新世界：随心所欲地探索数据、分析数据和与数据互动，人人都可以与数据进行交流。

如果您目前正在使用 Excel 存储自己的数据，不妨试试使用 Tableau 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当您纠结于该选择何种图表

和图形时，可以改用 Tableau 来制作极富洞见的交互式可视化。如果您厌倦了编写计算公式，建议您试试 Tableau 的

拖放式分析功能来解答更深入的问题。您也不用再费力发送报告，直接使用 Tableau 就可以轻松地协同处理、不断迭

代和探索共享的数据和仪表板。

不论您是要快速解答问题，还是要与他人进行协作，甚至是要让整个企业都能进行分析，Tableau 都可以让您得偿所愿，

使您的数据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还等什么？即刻下载免费试用版，或者了解 Tableau 提供的所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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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表格无法做到的 5 件事

“Tableau 帮助分析师”页面

Tableau 博客

加入 Tableau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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