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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找寻答案：太过耗时

每天都会有数百万专业的财务人士从各种不同的平台和报告系统，提

取数据并汇总到电子表格中，用以提出和解答数以千计的问题。由于

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如需要转储和编译数据并/或在特定数据集中

执行计算，Excel 通常是整合数据和执行更深层次分析的首选工具。

依赖于电子表格会导致仅使用有限的数据子集来进行临时分析，因此

您只能从中窥见所寻答案的冰山一角，然后陷入反反复复的“重建-查

询”无限循环。显然，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手动例行程序来说，主要的

困难就是太过耗时。 



随着 Anaplan、Salesforce 和 NetSuite 等工具的问世，财务分析流

程和技术得以不断发展，因此，现代财务部门必须通过无需进行手动

转储和静态报告的资源，加快得出分析洞见的速度。他们必须找到更

快、更准确的方法来实时统筹所有数据并从中收获真知灼见。时代发

展到今天，财务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扩大他们对技术和人员

的现有投资，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建立自助式分析能力。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Deloitte)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1% 的首

席财务官认为，能否获得新数据是长期业务战略的最大影响因素，也

是提高数据综合能力，进而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持的关键所在。 

61%
的首席财务官认为，能否获得新数据
是长期业务战略的最大影响因素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finance/us-cfo-signals-4q17-high-level-report.pdf


其实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如果专业的财务人士可采用更快的方式完成所有报告工作，进而加快

临时问答周期，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他们可以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进

一步完善数据探索，哪怕是在现有的技术堆栈和大型的异构数据库中

也能更好地探索数据，又将如何？ 

只需引入自助式分析即可 

现代财务部门纷纷在自己的现有流程中引入自助式分析技术，以便为

业务用户提供更丰富、更有行动指导价值的分析洞见。



一个简明直观的例子
这个管理层业务回顾 (MBR) 仪表板使用的全时当量 

(FTE)、费用和收入数据均提取自实时数据源，包含来

自多个完全不同的源系统的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由

于采用了可视化分析技术，财务规划与分析 (FP&A) 

团队不用再反复进行相同的人工分析了，而是建立了

单一事实来源，让大家可以就所有部门数据提出问

题，只需点击几下即可获得解答。任何人都可以探索

关键指标和 KPI，每次遇到新问题时，无需再重新开

始分析或运行新的数据。不妨点击该仪表板，亲自体

验一下。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mike.crook.gocougs#!/vizhome/Management_Business_Review_Demo/ManagementBusinessReview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mike.crook.gocougs#!/vizhome/Management_Business_Review_Demo/ManagementBusinessReview


分析技术与电子表格一样实用，而且在很多使用情形下，都可以帮助各种财务团队改进财务分析并节省大量时间。 

要开始使用分析技术，可按照以下四个步骤着手：

1. 统一和使用所有数据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3. 通过交互式的临时分析揭示数据洞见

4. 利用自助式分析改进协作 



1. 统一和使用所有数据

不管您的组织规模如何，一定有大量分散在各处的财务数据。无论您
是要分析存储在数据仓库中的实时企业资源规划 (ERP) 数据，还是分
析云端的交易数据，亦或是要将 HR 和 CRM 数据转储到不同的电子
表格中，都可以将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合并到同一个分析平台中，然后
基于共同的字段混合它们，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您的数据。
在像 Tableau 这样的平台中，您不会受到在使用电子表格时存在的数

据点数量限制。 

具体方法
对于财务部门来说，统一数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别担心，实际
上您仍然可以使用现有的基础架构和数据源。不妨参考这里的简明教
程，了解如何基于共同的字段来混合数据。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utorials/on-demand/data-blending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utorials/on-demand/data-blending


得以将更多时间用在分析上 

使用商业智能平台连接并统一数据后，您不仅可以选择来自

任意数据源的数据集，要使用的指标，还可以将更多的时间

用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上，能够根据需要随时提出问题并获

得解答。在执行计算时，您仍然可以使用自己熟悉和喜欢的

所有那些公式和函数（如 LOOKUP 或 IF/THEN），也就

是说，您可以轻松完成从电子表格的过渡。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完成从电子表格向商业智能平台的飞跃，

可参考这份“How to Excel with Tableau”（如何利用 

Tableau 达到超越 Excel 的效果）指南。 

1. 统一和使用所有数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GVTsfLbA


在报表编制方面存在的真实难题： 
Zedi 的 Excel 瓶颈 

Zedi 是一家领先的油气技术和服务公司，该公司需要统一包括 

Microsoft Dynamics GP 在内的所有财务数据，以建立单一事实来源。

由于是产品经理们负责编制不同业务线和解决方案的利润、损益和财务报

表，因此财务团队需要将数据从 Microsoft Dynamics 中提取出来，导

入到 Microsoft Access 中，然后再使用 Excel 进行分析。

这一过程费时费力，导致 Zedi 的 7 位产品负责人每人每个月需耗时两

天之久来编制报表。 

1. 统一和使用所有数据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customer/zedi-harnesses-iot-data-tableau-minimize-customer-risk-and-increase-revenue#BLDf8kSHZVbpACf6.99


此外，据 Zedi 高级技术产品经理 Doug Watt 回忆，这些数据“存在
不一致问题，而且每个人使用的图形和筛选器都不相同”。这导致产品
经理和财务团队之间出现误解，最终造成了对数据的不信任。 

Zedi 将每月用在编制财务报表上的时间缩短了两周

在统一了数据并采用了分析仪表板后，Zedi 的财务团队编制出了可为
整个公司提供单一事实来源的财务报表。Doug 表示：“[财务团队]可
以控制数据的提取方式、提取时间，以及需要呈现的具体数据”。 

通过制作集中化的报表来显示财务和运营数据，Zedi 每月用在报表编
制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也就是节省了两周时间，使员工可以专注于
更具战略性的项目，推动公司发展。

“[财务团队]可以控制数据的提
取方式、提取时间，以及需要
呈现的具体数据。” 
 

Doug Watt 

Zedi 高级技术产品经理

1. 统一和使用所有数据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customer/zedi-harnesses-iot-data-tableau-minimize-customer-risk-and-increase-revenue#BLDf8kSHZVbpACf6.99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或许您的电子表格填充量已达极限，或许您要使用较小的数据集，亦

或是要运行复杂的宏和计算，无论哪种情况，您往往都需要经历痛苦

的漫长等待。您的工作非常繁忙，因此无法花时间反复整理出不需要

的数据集，也不能挤出更多时间来刷新计算。 

您需要更快地重复执行现有的分析，即每次不必从头开始，便能提出

数据问题并获得解答。统一数据后，您就可以通过自助式分析技术，

让自己的分析水平再上新台阶。 



借助分析技术管理异常值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在数秒内看懂和理解视觉元素，因此在财务分析

中引入视觉元素，就可以提高分析速度，让分析如同发现和管理异常

值一样简单。

可视化分析技术能快速找出和隔离异常值，发现潜藏的规律，显示地

理位置，找出趋势所在，还能对未来走势进行建模分析，让您可以预

测结果。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真实示例： 
差旅与开支异常值 

此仪表板使用来自 Egencia 的差旅与开支数据，

显示了星期六晚上的酒店住宿情况。用户不仅可以

快速悬停鼠标并识别出异常值，还可以点击实际标

记深入了解详细信息，从而找到每晚住宿的确切日

期、位置、酒店名称和产生的费用。 

点此可详细了解如何将分析技术用于差旅与开支数

据。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https://www.tableau.com/zh-cn/resource/travel-and-expense


百事可乐以更快地发现异常值和趋势
过去，百事可乐进行销售预测时，其协同规划、预测和补货 

(CPFR) 团队必须在 Microsoft Access 中构建一个工具， 

用以将零售商的销售数据与百事可乐的供应数据合并到一起；

这个过程耗时可能长达六个月。 

该团队主要依靠 Excel 进行分析，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混乱数

据。他们缺少有效的错误发现方法，因此可能导致出现严重损

失。报告中缺少某款产品就可能导致预测不准确和收益减少。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pepsico-cuts-analysis-time-90-tableau-trifacta


采用 Tableau 来统一数据并将其作为商业智能平台后，百

事可乐让整个公司都能像他们的库存、物流和财务团队一

样，随时提出问题并获得解答。 

借助可视化仪表板，该公司的财务分析师能够更快地发现趋

势和异常值，并针对未来的需求做好规划，从而为公司节省

资金。 

百事可乐的 CPFR 团队则使用分析技术来预测趋势、调整销

售，最终帮助公司售出更多合适的产品，提高了净收益。百

事可乐的供应链数据分析师 Mike Riegling 表示：“与竞争

对手相比，我们可以更快地完成客户数据的处理，并以所有

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将这些数据呈现给公司的其他人员。” 这个例子就显示了百事可乐的协同规划、预测和补货 (CPFR) 仪表

板。点此可详细了解百事公司如何使用可视化分析来改善财务报告。

2. 更快地扩展和重复执行分析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pepsico-cuts-analysis-time-90-tableau-trifacta


3. 通过交互式的临时分析揭示数据洞见 

分析技术所带来的不止是美观的图表。它具有交互性，可以

连接到实时数据源，并能够即时、动态地分析当前正在发生

的情况，而不只是上周或上个月的情况。商业智能可以将静

态报告转换成自动的交互式仪表板，这样任何人就都可以随

时访问，从而获得最准确的分析洞见。 

财务部门的每个人都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花大量时间来处理

出错的公式和人为错误，因而会有更多时间与数据进行动态

交互，探索和发现数据异常值所揭示的重要洞见。 



此仪表板使用的是来自 NetSuite 和未付款发票的数据。应收账

款 (AR) 团队可通过与此仪表板交互来完成各种任务，比如管理

每月的数额核对报告、了解各国家/地区的付款趋势或跟踪到期

未付的发票。 

由于此工作簿是交互式的，因此当用户点击工作簿并在可视化分

析中进行探索时，他们也许会发现意料之外的新见解。例如，如

果首席财务官想知道未偿付时间超过 120 天的发票数量，只需

点击一下筛选器便能看到结果。

筛选器显示结果后，用户就可以找到到期未付的发票及随附的详

细信息。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大部分未偿付余额都来自某一公

司，如本例中所示的 2345 公司。

3. 通过交互式的临时分析揭示数据异常值

https://public.tableau.com/zh-cn/profile/mike.crook.gocougs#!/vizhome/Finance-AccountsReceivableDemo/ARGeoDash


这一发现会引出更多的问题。会计师可能会问：“这家公司发生

了什么事，导致出现了如此多的逾期付款？”由于分析平台还连

接了该组织的 CRM 数据，因此同一用户可以执行更多的临时

分析，发现可指导行动的真知灼见。CRM 数据可能揭示出该公

司还有其他未解决的问题。通过进一步调查，您可能会发现该

公司最近刚被收购，因此导致付款逾期。

最初只是一个关于到期未付发票的简略问题，但随着分析深入，

最终引出一个大家之前都不知道的系统性问题。通过人人都可

进行的临时分析发现数据异常值，可能会改变很多日常的财务

和业务决策，或让这些决策的制定者豁然开朗。

3. 通过交互式的临时分析揭示数据异常值



4. 利用自助式分析改进协作

Excel 非常适合进行详细的财务建模分析，但当财务部门需要

与其他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员分享这些详细的建模分析结果时，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财务部门以外的工作人员不一定能看懂 Excel 模型。因此，

如果引入可视化图表，那么公司里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员都会

更容易理解，大家之间的交流也更有成效。此外，如果您分

享 Excel 报告或静态 PDF，相关负责人员也无法就数据提

出后续问题和直接与报告交互。



借助交互式可视化仪表板，就可以在组织的分析周期中顺利协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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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家都能够通过仪表板提出自己的问

题并获得解答，因此财务分析师收到的重复电子邮件和请求也

就更少了。

财务团队只需发布并与要协作的人员共享仪表板即可。他们还可

以设置例行的数据驱动型通知，这样直接就可以了解到报告的查

看和使用次数。由于采用的是实时数据连接，因此不会出现报

告刚刚出具就已过时的情况，而静态的 Excel 报告常常就会如

此。欢迎观看此演示，详细了解如何为企业简化报告流程。

4. 让组织更有效地传达分析洞见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6/4/tableau-online-tips-4-ways-share-your-analytics-5366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AJgwFd58k


Swedish 医疗集团改进了组织在报告方面的
协作
2012 年年末，Swedish 医疗集团希望提高财务部门和其他部

门的分析在整个组织中的影响力。Swedish 医疗集团首席财务

官 David Delafield 表示：“我们希望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用

到我们的解决方案并取得成效，而不是只有分析师才能这样。”

他们在小范围内推出和共享最初的一些可视化仪表板后，使用

需求迅速增长。

“以前，我们每周都会收到大量的电
子邮件，这些发件人想获得权限来访
问...而现在，我们每周都会为该平台
增加许多新用户，并且切实看到了它
对协调和简化业务流程产生了巨大影
响。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将是扩展视图
和解答新的业务问题。”

David Delafield 

Swedish 医疗集团首席财务官

4. 让组织更有效地传达分析洞见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swedish-medical-center-sharing-improves-caring-and-offers-millions-dollars-worth#uV41Ef7GfJO6GLjW.99


关于 Tableau
如果您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财务分析，提升财务分析的影响力，可

不必完全弃用电子表格和现有流程。使用可视化分析整合所有数据源

比您想象的更简单。Tableau 可以帮助人们和组织更善于利用数据

来做出决策。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快速连接、混合、清理、可视化和分析数据，

所有操作都无需编程技能。欢迎详细了解如何使用分析技术来分析财

务数据，并立即开始免费试用 Ta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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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