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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任何一家企业内，出色的财务仪表板都能够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如果您负责提供对您企业

的关键决策有影响、可作为其参考依据的重要报告，那么务须确保您提供的分析图表和报告经

过周密、精心的设计，能够满足数据素养水平各异的各个业务用户的需求。精心设计的财务仪

表板可以在您的财务团队，以及您公司的从业人员和业务领导团队需要时，以能够获得他们认

同的形式，提供恰合他们所需的可靠、最新分析。

在 Tableau，财务团队在我们的产品筹划之初，就开始为这些受众设计仪表板，并一直延续

至今。在此过程中，我们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仪表板设计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内部财务

及其他团队更积极地采用制作出来的仪表板。希望您可以运用这些方法打造出利益相关者所需

的可靠“事实来源”，为数据驱动型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并有效解决您公司面临的关键业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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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不得已时可以分享交叉表，然后逐渐停止这种做法

很多专业财务人士不愿意摒弃自己熟悉的电子表格形式。他们希望看到精确到四位小数的数字，或者以某种方

式为数字标上颜色。在争取这类人员的过程中，不妨制作包含交叉表的仪表板，让他们可以采用自己心心念念

的格式。对于之前未接触过 Tableau 和高级分析技术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向他们推介以简单易懂的可视化格

式提供他们可以信赖的精确数字的仪表板。

可以将仪表板中的各种图表用作交叉表的筛选器，这样用户在探索仪表板的过程中，就可以立即看到自己所执

行操作的影响。虽然短期来看，此方法会浪费一定的屏幕空间，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提高仪表板的采用率。您会

发现，随着用户越来越信任这种分析技术，您可以逐渐减少此方法的使用，待用户熟悉了查看基础数据的各种

选项后，最终就可以将数字隐藏在下钻查询视图中。

以下图中的应收账款 (AR) 仪表板为例，它就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在财务仪表板中使用图表作为 AR 数据的筛选器。

参考此资源页面有助于您了解如何在仪表板中设置筛选动作。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inspectdata_viewdata.htm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AccountsReceivableAnalysis/AccountsReceivableAnalysis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actions_filt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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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可从父科目和成本中心下钻查询的分层结构

在制作财务仪表板时，准备源系统数据和执行聚合可能需要大量手动操作，因而会占用宝贵的时间。这个过程

比较缓慢，也就是说到您完成数据聚合后，数字常常已经过时，而且后续也不能灵活地更改或更新所做的分析。

通过使用 Tableau Desktop 或 Prep 对数据进行联接，就可以解决此问题，而且还有望自动完成一些流程，

让您不用再花时间手动操作。

通过将科目 ID 与其父科目 ID 和成本中心关联起来，您就可以快速将数据聚合至所需的级别来对比分析实际

值与预测值。同时，您的团队将能够一直下钻查询到分录一级，看看是哪些具体分录影响了这些聚合数字，

找出造成实际值与预测值有所差异的因素。

下图中的这个损益表仪表板就展示了实现这些类型的下钻查询有何益处。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各自选择以最简要或最详细的格式来查看损益表，而且都在同一个位置完成。

不妨阅读这篇白皮书，详细了解如何建立日常的财务数据准备和验证流程来简化聚合工作。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desktop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prep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IncomeStatement_10/IncomeStatementYTD
https://www.tableau.com/zh-cn/asset/data-prep-reporting-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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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财务规划数据与实际数据整合到同一视图中

很多财务团队在提高预测准确性方面都力不从心，因为这需要复杂、耗时的手动工作。这个令人煞费苦心的过

程涉及到：反反复复将详细级别各异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以了解实际结果与预测数据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反复

测试各种财务情形来持续提高准确性。

了解这些预测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如何变化，可能越来越难。如果让用户能够补充新的财务规划数据集，

并且可以通过下拉菜单选择它们，那么财务团队很快就可以避免重复执行相同的手动步骤。同时，利益相关者

也更容易了解对预测数据所做的调整。这样的话，只需要对比新版本与旧版本就可以了，就像在下面这个预测

数据对比仪表板中一样。 

可以参考此处的资源，了解如何在 Tableau Prep 中创建通配符并集来合并和清理多个表中的数据，以便加快

预测速度并提高预测准确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将财务数据可视化的艺术（英文）网络讲座详细讲解了如何

在 Tableau Desktop 中合并总分类账中的实际值与预测值。我们的准备和验证财务数据的实用窍门（英文）

网络讲座也演示了在 Tableau Prep Builder 中如何完成类似的过程。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CompareForecastsResults/ComparingForecasts___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CompareForecastsResults/ComparingForecasts___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ep/zh-cn/prep_connect.htm#union-files-and-database-tables-in-the-input-step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price-right-art-visualizing-finance-data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tips-prep-and-validate-your-finance-data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tips-prep-and-validate-your-financ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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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预算、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值可视化

另一种有助于制作出更成功的仪表板的策略是，精心周到地将预算、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值可视化。差值

的计算并不难，但将这类值可视化就比较棘手了：在对比两个数字时，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成为了“第三个数字”

。而要想有效地将三个数字可视化来讲述富含洞见的故事，则实非易事。

Tableau 财务团队发现，子弹图和非堆叠条形图就是两种最具吸引力的方式。不论是在非堆叠条形图中以条

来表示，还是在子弹图中以条与参考线之间的差异来表示，差值的这些可视化表示形式都能让用户快速看出差

异状况。

• 下面的子弹图就可以让查看者看出实际值（条）与预测值（黑线）的差异状况。条的颜色也指出了当前

科目余额是高于还是低于预测值。通过此图，我们可以快速看出薪资和福利目前在总支出中占 68.45%，

而且可以根据颜色看出差旅和招待方面的支出超出了预测值。不妨参阅这篇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制作

子弹图。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VarianceAnalysisDashboard-YTD/VarianceAnalysisDashboard-YTD?publish=yes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qs_bullet_graph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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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所示的非堆叠条形图形式显示了差值相对于实际值和预测值的比例。这种可视化方法有一项额外的

好处：引入了时间作为 x 轴，让用户可以看出预测准确性的变化。欢迎观看此视频了解如何着手制作非

堆叠条形图，然后使用标记卡中的大小功能完成这种图的制作。

不管您选择以何种形式来表示差值，都可以在 Tableau 中灵活选用最适合您的团队和利益相关者的功能。

如果您想了解通过数据可视化和分析揭示财务洞见的其他方法，可以观看此网络讲座，看看 Tableau 为整个

财务部门内的各个岗位都制作了哪些仪表板。

5. 深挖数据细节

对庞大数据集的处理是 Tableau 得心应手，而电子表格力不从心的领域之一。财务团队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

克服电子表格的局限性：一是聚合数据，二是通过创建数据样本来执行测试。

遗憾的是，将数据聚合后，可能就无法探索促成结果的规律和趋势。聚合对于了解总体情况十分重要，但如

果让用户还能查看底层细节来了解来龙去脉，那效果就更好了。聚合后的数据几乎总能解答像“去年的平均交

易规模和折扣是多少？”这样的问题，但对解答“交易规模与我们的折扣策略有何关系？”这样的问题却鲜有帮助。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s/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ManagementBusinessReviewDemo/ManagementBusiness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4a66Dv6Vg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tableau-tableau-finance-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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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聚合所带来的局限性类似，抽样也可能会导致错过发现规律和趋势的机会；不过，抽样还有一个额外的缺点，

那就是可能会带来数据误差或导致用户不信任数据。

由于 Tableau 有一个十分强大的数据引擎可以处理和可视化您的所有数据，因此您可以避免聚合与抽样存在

的这些隐患。散点图便是能展现 Tableau 在这方面优势的主要例子之一。下面的平均售价仪表板就显示了 

Tableau 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所有交易，而不是只显示这些交易的聚合或抽样数据。

不妨参阅这篇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在 Tableau 中制作散点图。还可以观看此网络讲座，了解我们的 FP&A（财务

规划与分析）团队如何使用散点图来分析在折扣方面是否合规；也可阅读这篇“使用数据分析来识别腐败征兆的

四种方法”博文，了解我们的审计团队如何使用散点图。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_ga=2.123401547.1773148394.1561405961-1000182205.1536967695#!/vizhome/AverageSellingPriceAnalysisbyProduct/AverageSellingPriceAnalysisbyProduct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buildexamples_scatter.htm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driving-proactive-pricing-analytics-fpa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9/6/identify-corruption-red-flags-using-data-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9/6/identify-corruption-red-flags-using-data-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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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分享，并设置订阅和数据驱动型通知

您通过财务分析为很多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持，其中不乏高层领导，他们职责更多，时间也更为紧张。这些高

管们无法每天都浏览仪表板，因此有必要制作一些包含高层视图、同时又支持下钻查询具体细节的报告。 

可以有前瞻性地设置一些数据驱动型通知，以便在某些数字降到特定阈值或信心区间以下，或者在出现数据

异常值（比如与达成某笔大额交易有关的异常值）时，向高层领导发出通知。您还可以为领导人员订阅定期

发送的视图快照，以便向他们告知对他们最重要的数据，比如销售活动的摘要，各部门的差旅费用和开支等。

我们的财务分析团队为一些仪表板（比如下面的销售跟踪工具仪表板）设置了数据驱动型通知和订阅，以帮

助高管们监控销售团队的渠道覆盖率是否低于特定范围。如果这些渠道覆盖率低于预期值，我们可能就会展

开调查，看看能为销售团队提供哪些支持，或者采取措施来降低预测值。

不妨参阅这篇文章，详细了解如何订阅视图；还可阅读这篇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创建数据驱动型通知。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vizhome/SalesTrackerDashboard/SalesTracker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online/zh-cn/subscribe_user.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server/zh-cn/data_alerts_adm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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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订一份风格指南，为您提供的内容“烙上印记”，以此建立信任

要想设计出获得用户喜爱和使用的仪表板，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生成的报告都应有相似的外观。为此，可以制

作一份风格指南或设计出标准化的外观，这样做不仅能确保一致性，还能从视觉上表明这是经过验证的可靠

事实来源，从而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此外，采用统一的仪表板设计还可以使用户更容易快速理解仪表板

和与之交互，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重要功能的位置和作用。

虽然多数风格指南的作者都承认所制定的规则可灵活处理，但如果一定要违反规则，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

有意为之。采用默认风格保存工作簿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捷径，可以让仪表板的创作者从一开始就遵循风格指南。

也可以采取将一个工作簿的格式复制并粘贴到另一个工作簿的做法，这样可以让旧有的项目更快改用统一标准。

在制定您自己的风格指南时，不妨参考一下我们的社区分享的下面这些指南，应该会有所启发。

组织 最佳做法

罗切斯特大学

• 在标准位置显示表示仪表板数据刷新时间的时间戳

• 添加一个“关于”按钮，用于提供仪表板的用途、说明及其他详细信息

• 制定一个核对清单，列明在发布到服务器前需要检查的事项

BBC

• 针对常用的按钮提供获得批准的图形表示形式

• 明确风格的灵活余地，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遵守规则

• 在 Tableau 中制作风格指南，这样便于将示例改作他用

Southern Health
• 使用一个徽标，这样可确保一致性并赢得信任

• 采用不同的调色板来表示不同类型的报告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servlet/JiveServlet/download/883150-304007/University%20of%20Rochester%20Standard%20Tableau%20Style%20Guide%20v1.5%20copy.pdf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bbc.audiences#!/vizhome/BBCAudiencesTableauStyleGuide/Hello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servlet/JiveServlet/download/38-212163/Tableau%20SHFT%20styling%20guidance%20for%20visualisations%20100320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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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了解更多？欢迎观看由 Tableau 的 Rafi Zelikowsky 主讲的这场演示，其中讲解了如何贯彻实施企业的

设计标准。还可阅读在工作表级别设置格式，了解如何为可视化设置格式，以及如何将所设的格式复制并粘

贴到其他工作表。

若能切实运用上述这些基本的仪表板设计策略，您会制作出值得信赖且简单易用的仪表板，整个组织内的人

员在做出关键的业务决策时都会参考这些仪表板中的信息。通过提供精心设计的财务仪表板，可以让利益相

关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借力 Tableau 取得成功，进而为整个企业的成功做出贡献。

希望借鉴财务和分析界的同仁们所分享的仪表板设计最佳做法？欢迎加入 Tableau Office of Finance（财务界）

社区用户群组，与社区成员交流互动，听取专家级访客的睿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KeaAIddI8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formatting_workbook.htm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groups/office-of-finance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groups/office-of-finance


关于 Tableau

Tableau 帮助您提取信息的意义。作为一个分析平台，它支持分析周期，提供可视化反馈，帮助您回

答问题，即便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如果您希望使用数据进行创新，您的应用程序必须能够

鼓励您不断探索 — 提出新问题并改变视角。如果您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数据发挥重大作用，请立即下载 

Tableau Desktop 免费试用版。 

这里有更多资源，它们可以提高财务团队的分析成熟度，支持日常职能和数字化转型。

其他资源

Tableau 财务分析解决方案页面

“快捷、灵活的财务分析”网络讲座系列

基础财务分析网络讲座系列

Tableau Public 上的示例仪表板

下载免费试用版 Tableau Desktop

下载免费试用版 Tableau Prep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finance-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series/fast-flexible-finance-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learn/series/fundamental-finance-analytics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tableau.for.finance#!/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prep/down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