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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您要么懂得如何编程，要么与高级分析技术无缘。要么学习 R、Python 和/或 

SAS，要么请人帮您攻克难关。Tableau 相信，为了真正地扩充人类智能，我们需要为技术能力千差万别的用户提供

丰富的功能。这其中包括高级分析功能。       

在 Netflix 和 Spotify 之类的前沿分析公司，Tableau 的分析深度又足以扩充数据科学团队的工作流。只需单击几下，

您就可以创建盒须图、树状图、预测性可视化和同期群分析。还可以连接到 R、MATLAB 和 Python，使用 Tableau 

扩展分析，对模型结果进行可视化。非技术用户可以提出此前难以企及的问题，而数据科学家可以更快地迭代和发现

更深的见解，因此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发现。

该白皮书探索 Tableau 如何能够一方面为分析项目的所有阶段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又专注于几项具体的高级功能。 

我们将讨论以下方案以及为这些方案提供支持的功能：

分段和同期群分析：Tableau 提倡直观的调查流程，以实现快速灵活的同期群分析。通过根据所需维度切分和切割

数据，转换不同的视角探索问题。如果您希望用机器学习来扩充自己的分段分析，可借助自动化聚类分析从高维度大

数据集中发现原本很难察觉的模式。

方案和假设分析：通过将 Tableau 灵活的前端和强大的输入功能结合使用，您可以快速修改计算并测试不同的方案。

复杂计算和统计函数：Tableau 拥有强大的计算语言，因此您可以轻松地通过任意计算扩展分析，并利用简洁的表

达式执行复杂的数据操作。范围涵盖基本聚合内嵌和统计计算（例如标准差、众数、峰度、偏度、相关性和协方差）。

时间序列和预测分析：世界上的大部分数据都可以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因此 Tableau 自身支持多种时间序列

分析。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强大的 UI 中探索季节性变化和趋势，对数据进行抽样，运行预测性分析（例如预测）以及

执行其他常见的时间序列运算。    

外部服务集成：R、MATLAB 和 Python 集成为 Tableau 前端提供了易用的强大功能，同时使专家能够利用其他平

台上现有的工作，并处理有细微差别的统计和机器学习需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OwXMB8m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icWMTbc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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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段和同期群分析

功能：聚类分析、集和集动作、群组

为了生成最初的假设，业务用户和数据专家经常以相同方式着手 - 创建分段和/或执行非正式同期群分析。 

通过对不同的分段提出一系列基本问题，分析师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数据、验证自己的假设。例如，“与使用支票付

款的客户相比，使用信用卡付款的客户是否更易于保留？”。快速迭代的能力有助于推动模型开发，确保项目始终在正

确轨道上运行。     

Tableau 具有丰富的功能，可以对分段实现快速迭代分析和比较。例如，只需通过一些计算字段和拖放操作，即可创

建根据日期和时间划分的患者数量细分仪表板，并进一步探索基于科室的趋势（图 1）。 

图 1： 此交互式临床仪表板显示特定日期和时间的患者数量、就诊原因以及等候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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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    

Tableau 中的聚类分析是另一个使用无人监督的机器学习来分割数据的选项。聚类分析特别适合需要考虑很

多变量的情况。 

 

图 2：使用聚类分析自动分割数据。    

在图 2 中，您可以看到使用联合国发展指标后，对各国/地区进行聚类分析获得的结果。该算法建议使用三

群集解决方案，三个群集分别对应不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  

借助 Tableau 的灵活界面，我们还可以轻松地测试不同的理论，探索同期群分布。借助可视化迭代功能，

您无需像使用其他工具时一样调整脚本和重新运行模拟，从而可以节省时间。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luster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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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短短几秒内分割和查看数据在此示例中，您可以看到根据“有利营商法规”和人均 GDP 划分的国家/地区。   

如图 3 所示，只需将在聚类分析中使用的分段字段和度量拖至画布，即可生成查看数据的新方式，突出显示四

个国家/地区群集之间的差异。             

集和集动作

借助集，您可以通过手动选择或编程逻辑来定义数据对象集合。集可用于一系列方案中，包括筛选、突出显示、

同期群计算以及异常值分析。您还可以通过合并多个集来测试不同的方案，或者通过创建多个同期群来进行模

拟 — 例如，通过合并独立生成的不同客户组来进行客户保留分析，或者应用多个连续标准。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sortgroup_sets_create.htm


7 使用 Tableau 进行高级分析

集动作功能是指可在集中存储可视化的一系列数据点。任何工作表中的用户所选内容可以更新集，并修改经过协调的单个所

选内容中的所有目标工作表。这可实现比例刷（图 4）等多种用例。

 

图 4： 集动作可实现比例刷，比例刷是一种交互式分析技术，可以显示所选内容相对于总幅度的幅度。选择“俄罗斯”会显示世界杯中，
按场上位置划分的该国球员市场价值。

群组 

为了支持创建临时类别和建立分层结构的需求，Tableau 提供了名为“组”的功能。组还有助于满足基本的数据清理需求。

借助组，用户可以通过直观方式为现有的分析任务创建数据结构，将相关成员合并在一个字段中。例如，如果您要使用显示

按专业划分的平均测验分数的视图，可能需要将某些专业组合在一起，以创建类别。英语和历史可以合并到名为“人文科学

专业”的组，而生物和物理可以合并到名为“科学专业”的组。通过这种操作，分析师可以对演示进行自定义，并控制整个分析

中的数据聚合。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actions_sets.htm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8/how-do-proportional-highlighting-set-actions-latest-tableau-beta-92168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sortgroup_groups_crea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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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组还可以用于解决数据的一致性和质量问题。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可能用全称表示，也可能用 CA 或 Calif 来表示，

由于没有相应权限，分析师和业务用户常常无法通过直接更改源系统来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微小的数据错误可能对解

释性分析造成极大阻碍。如果因为要提出数据更改请求而不得不停止提出问题，项目就会被延迟，创意的快速部署就会

被中断。借助组，您可以快速定义一个包含所有别名的新分段，将其用于自己的分析，这样就可以继续提出问题，保持

流程的连续性。

 

图 5： 创建组，将相关成员合并到一个字段中。在此示例中，您可能需要将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 GDP 占比最大的五个国家/地区分
为一组。     

所有这些功能都继承了简单的更新机制。在 Tableau 中，如果您选择实时连接并更新自己的数据，您的分析及所有基础

组件（例如集和组）也会更新。也就是说，同期群成员会自动更新，无需以手动方式重新运行报告或其依赖的脚本。

简单的更新机制有助于减轻报告负担，并且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案测试方法。借助简单更新，您能够在无需更新分析堆栈

的情况下，通过换出基础数据来探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Tableau 允许用户快速分割数据并对其进行分类，从而让业务用户和分析师等都可以更为轻松地执行强大的同期群分析。

这些功能还可帮助数据科学家调查初步假设和测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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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和方案分析

功能：参数、Story Points    

用户有时希望探索某一个值或某一组值的改变，看其如何影响分析的输出。这可以用于测试不同的理论，为同事突出显

示重要方案，或者调查新业务的可能性。借助 Tableau，您可以对分析输入进行尝试。通过使用简单控件，您可以轻松

添加标记并共享方案，同时保持数据的最新状态。

参数 

进行假设分析时，您可能需要更改计算的基准值、重新定义配额，或者设置初始条件。Tableau 中的参数让您可以轻松

实现上述目的。您可以通过定义参数，提供一种更改模型或仪表板输入值的方法。参数可用于驱动计算、更改筛选器阈值，

甚至选择要引入仪表板的数据。借助参数，非技术用户可以对不同输入进行实验，探索复杂模型的可能输出。 

Tableau 的参数功能不但可以帮助您测试假设，还让您能够在交互式报告中展示假设分析的结果。在图 6 中，参数驱动

关于销售佣金的假设分析。销售经理可以使用不同的佣金率、基本工资和配额进行实验，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有关这些更

改对关键指标影响的实时反馈。 

图 6： 使用此参数驱动型销售报表，交互者可以掌握配额、佣金和工资在组织内产生的影响。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parameters_cre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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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Points

参数可以和Story Points（Tableau 使用数据构建叙述内容的方法）配合使用，帮助您获取有趣结果的快照并持续进行

探索。借助 Story Points，您可以构建一个随着数据变化和可视化修改不断更新的演示。然而，Story Points 具有足够

的智能，能够保留参数值，因此您可以标记方案，并确信自己可以在不中断分析流程的情况下返回这些方案。您还可以

比较多组不同输入的结果，无需担心过时的屏幕截图，也无需重新运行模拟。 

凭借集、组、拖放式分段和参数，Tableau 实现了从理论和问题到专业外观仪表板的转换，甚至允许非专业人员提出问

题并测试自己的方案。假设分析的简化让数据专业人员能够专注于分析中更加复杂的层面，提供质量更高的见解，而直

观可视化让最终用户能够使用数据来提高参与度。更高的参与度有助于在整个组织中促进变革，改进决策过程。 

        

3.复杂计算

功能：计算字段、详细级别表达式、表计算    

源数据通常并不包含全面分析所需的所有字段。分析师需要使用一种简单但功能强大的语言来转换数据和定义复杂逻辑。 

虽然 Tableau 易于使用，但它也具有支持复杂逻辑的强大功能。借助 Tableau 中的计算字段，您可以根据数据源中

已存在的数据创建新数据。借助计算字段，您可以轻松执行算术运算、表达条件逻辑，或对特定数据类型进行特殊化

操作。两种计算字段可以实现高级分析，它们分别是详细级别 (LOD) 表达式和表计算。 

详细级别表达式   

LOD 表达式是 Tableau 计算语言的扩展，是回答涉及单个可视化中多粒度级别问题的强大方法。借助 LOD 表达式，

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洁的表达式处理许多以前无法或很难处理的方案。    

详细级别表达式大大简化了同期群分析（如上文所述）和多遍聚合。图 7 显示针对按第一个订单日期分桶为“新”和“现有”

的客户同期群，按区域市场划分的客户获取运行总和。在关于时间序列分析的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了解这种计算语言通

过哪些其他层面的功能来实现这种分析。该图表显示从一月开始直到全年剩余月份，北美客户获取的下滑情况。通过详

细级别表达式，原本需要使用 SQL 复杂分组依据语句的分段，现已转化为简单直观，并能够在 Tableau 前端编辑和调

整的表达式。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utorials/on-demand/story-points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create.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l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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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此可视化使用 LOD 表达式查看各市场总体客户获取的日常趋势。LOD 表达式可确保我们不会将同一客户错误地算作新客户。

表计算    

Tableau 表计算可以实现具有相对性质的计算。更具体地讲，表计算是应用于表中所有值的计算，常常依赖于表结构本身。

这种类型的计算包括许多时间序列运算，例如滞后或运行总和，但也包括排序和加权平均之类的计算。   

在 Tableau 中，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使用表计算。第一种方法涉及一组常用的表计算，称为快速表计算。它们让您能够通

过一键式操作定义表计算，因此是很好的入手点。您还可以借助表计算函数创建自己的表计算。借助这些函数，工作簿

作者可以对自己的结果集进行精确操控。另外，由于所有表计算都可以使用同一计算语言表达，您可以选择一个快速表

计算作为起点，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手动编辑，增加其复杂度。 

借助表计算，只需点击几次或使用简单的表达式，即可完成复杂的数据库工作，例如操纵聚合数据和创建依赖于数据结

构的聚合。两者都允许非技术用户自行操作、为专家们节省了大量时间，还可避免编写耗时的 SQL 代码。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create.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calculations_tablecalculations_quick.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functions_functions_tablecalcul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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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通过使用 Tableau 内置的快速表计算（百分比差异）之一，可以快速查看利率上升对一些国家/地区 GDP 的影响。      

   

4.时间序列和预测分析    

功能：时间序列分析、预测    

从传感器读数到股票价格和毕业率，世界上的大部分数据都能够以时间序列的形式进行有效建模。因此，时间是分析项

目中最常用的独立变量之一。为了获取更多见解，您可能需要利用预测性功能。借助 Tableau，您无需大费周折就能够

添加预测性分析，这样您便可以快速探索多个方案。 

时间序列分析

在 Tableau 中，得益于灵活的前端和功能强大的后端，只需提出正确的问题即可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要开始分析，您只

需将关注的字段拖至视图，然后开始进行询问。     

您可以利用双轴功能和离散化聚合，查看多个时间序列。如果不能快速检查不同粒度和聚合级别的时间序列，您可能无

法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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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双轴图显示利润率和平均折扣之间的关系。

要查看特定时间段，您可以使用一组精确日期来筛选数据，也可以利用 Tableau 的相对日期筛选器。借助相对日期筛选器，

您可以查看相对时间段，例如上周或上月。这些时间段会在您每次打开视图合并新数据时更新，因此是功能强大的报

告工具。    

使用时间序列时，我们常常需要进行平滑处理，或者执行其他时序计算。Tableau 提供了一组丰富的功能来简化常见的

时间序列运算，例如移动平均、年同比计算以及汇总。    

如前文所述，Tableau 的表计算功能让您既可以从一组常用的时间序列运算（快速表计算）中进行选择，也可以编写自

定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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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此时间序列分析显示三家大型公司的每月股票价格。    

时间序列分析极为常用，因此 Tableau 的功能可以帮助您更快完成项目，为组织提供更多价值。借助直观的功能，数据

专家和业务分析师都可以针对自己的数据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    

预测

如果想展望未来，您可以利用 Tableau 提供的几种本机建摸功能，包括趋势分析和预测。    

只需右键单击，您就可以向任何图表快速添加趋势线，并查看描述拟合情况的详细信息（例如 p 值和 R 平方值）。您可

以使用 Tableau 的拖放功能，通过单键操作对不同的组进行建模，趋势线已经完全集成到前端，可以轻松进行分段。

如图 11 所示，Tableau 无需任何代码即可自动为不同的分段创建三条趋势线。Tableau 还支持几种其他类型的拟合，

包括对数拟合、多项式拟合和指数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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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趋势线突出显示肥胖与食品不安全、锻炼和吸烟者之间的关系。 

默认情况下，Tableau 的预测功能会在后台运行多个不同的模型，然后选择效果最好的模型，并且会自动考虑季节性等

数据问题。Tableau 使用名为“指数平滑”的技术进行预测。“指数平滑”根据时间序列过去的值的加权平均数，以迭代方式

预测将来的值。如前所述，预测功能的几乎所有设置都是可配置的。例如，您可以选择预测长度、模型类型（累加或累乘）

以及是否考虑季节性。    

该功能还具有极高的易用性，初学者只需使用默认设置单击几下即可创建预测，而高级用户可以在几乎所有层面对模型

进行配置。在统计元素之外，Tableau 还通过显示置信区间，为初学者提供预测质量估计。预测功能还可以和 Tableau 

的其他功能无缝配合，因此您可以像操作用户界面中的任何其他分析对象一样，对预测进行轻松分段和处理。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forecast_how_it_wor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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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预测会按照分段自动预测销售额。    

简单的预测分析可为任何数据项目带来巨大的价值。通过同时支持复杂的配置和简便的交互式建模，平台可同时为数

据科学家和最终用户提供服务。 

5.外部服务集成

功能：Python、R 和 MATLAB 集成  

许多组织对分析平台和机构内知识进行投资。因此，您可能有非常具体的需求，以及很有价值的现有工作集合。 

完善的分析平台必须支持与其他高级分析技术集成的功能，从而让您能够扩展可用的功能，充分利用您对其他解决方

案的现有投资。借助 Tableau，您可以与 Python、R 和 MATLAB 等外部服务集成，由于 Tableau 易于使用，

您可以让组织中的每个人通过简单拖放操作使用高级算法，从而普及数据科学。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r_connection_man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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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与 Python、R 和 MATLAB 直接集成，从而让用户可以使用现有模型，并从全球统计社区获得帮助。Tableau 

将脚本和数据发送给 RServe 和 TabPy 之类的外部预测服务机构。随后，结果会返回到 Tableau，供 Tableau 可视化

引擎使用。因此，Tableau 用户可以针对 Tableau 中的数据调用任何可用的 R 或 Python 函数，并对使用 Tableau 在

这些环境中创建的模型实施操作。

图 13： 使用 R 的 K-均值聚类分析算法的示例，已在 Tableau 中可视化。       

群集显示三种鸢尾花的变量（花萼和花瓣长度/宽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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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深度可以远远超出基本统计。借助 R 和 Python 集成，您可以通过分析文本来提取情绪（图 14），也可以展示

规范分析的结果，例如供应链或股票组合优化。此集成功能支持在 Tableau 中直接运行 R、MATLAB 或 Python 代

码，以及在 Tableau 外部定义的模型和脚本。 

图 14：使用 Tableau R 集成构建情绪分析的示例。 

图 15 中的仪表板使用名为“梯度提升”的集成式机器学习技术，根据历史癌症病例，针对乳腺肿瘤提供诊断建议。此模

型经过训练，并由数据科学家在 Python 编程环境中对其准确性进行统计学评估，随后在 TabPy (Tableau Python 

Server) 上发布。此仪表板提供表格输入字段，使用户可以为不同的医学指标键入值，这些值被传送到托管的机器学习

模型并实时转化为诊断建议。这样，众多分析师和仪表板可以扩充共享的机器学习资产，而数据科学家可以使用自己喜

欢的工具，在同一个地点轻松管理这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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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集成式机器学习模型及其输入参数。    

Tableau 和 Python、R 或 MATLAB 的组合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它可以将复杂的建模结果表达为美观而有趣的可视化，

让各种技能水平的用户都能使用这些结果，并通过与仪表板中内嵌的控件进行交互，提出假设问题并评估假想方案。 

         

结语     

从很多方面来说，Tableau 都在分析平台中独树一帜。我们以扩充人类智能为使命，从业务用户和数据科学家的需求出

发设计了 Tableau。我们始终专注于自己的使命 — 让用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针对自己的数据提出有趣的问题，构建出

了能够为不同水平的用户提供有用功能的平台。   

借助 Tableau 的灵活前端，业务用户可以在无需进行编码，也无需理解数据库的情况下提出问题。Tableau 还可以凭借

其分析深度，成为数据科学家手中的一件强大武器。利用复杂计算、R 和 Python 集成、快速同期群分析以及预测功能，

数据科学家可以在 Tableau 中完成复杂分析并轻松共享可视化结果。无论您使用 Tableau 的目的是进行数据探索和质

量控制，还是进行模型设计和测试，该平台的灵活性都可以让您在整个项目周期节省大量时间。Tableau 可以让各级别

的分析更加易于访问并缩短分析所需时间，从而在整个企业推动关键协作、提高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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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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