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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比以往更快、更深入地探索您的销售数据？本指南就可以助您得偿所愿。不论您是刚开始接触 Tableau，还是要寻找

专门面向销售人员的额外资源，都可以在本指南的帮助下快速上手，获得丰富的分析洞见。依据这些洞见采取行动，不仅

可以提高您团队的业绩，还有助于您的组织获得竞争优势。 

本指南包含了有助于您顺利上手的资源，此外还推荐了一些进阶资源，供您在掌握基础知识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首

先，务必要掌握如何在 Tableau 中使用自己的数据。为此，不妨参加我们的虚拟培训。借助下面推荐的资料，可以深入

了解仪表板；您也可以参加一些网络讲座，看看使用您的所有数据进行有价值的销售分析有多么简单。最后但也同样重要

的是，前往我们十分活跃的社区，看看成员们在 Tableau Public 上分享了哪些精彩作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少专业的销售人士已经先您一步完成了这一历程，他们的公司也使用 Tableau 成功提升了销售

业绩，因此您不妨借鉴一下这些公司的成功案例。很多与您类似的销售团队都在借助 Tableau 来解答他们最为棘手的业

务问题，相信您也很快就能踏上同样的成功之路。

入门：有助于了解 Tableau 工作原理的资源

免费试用 Tableau Desktop

免费培训视频

10 大 Tableau 表计算

Tableau eLearning 

Tableau Public – 仪表板作品展示

Tableau 社区论坛

制作引人入胜的仪表板

仪表板设计原则 

可视化分析最佳做法指南

运用图形设计原则制作绝佳仪表板（英文）

针对不同设备类型创建仪表板布局 

使用 Tableau Prep 清理和组织数据

Tableau Prep

Tableau Prep 简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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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案例：4 个借助 Tableau 取得成功的销售运营团队

LinkedIn

MillerCoors 

Ingersoll Rand  

Tableau on Tableau：销售分析网络讲座

进阶资源

Tableau 销售分析解决方案页面

Tableau 支持

Tableau 全球用户大会

入门：有助于了解 Tableau 工作原理的资源 

刚开始上手操作 Tableau 时，参考这些介绍操作方法的资源有助于您的团队转变为数据驱动型团队。 

• 首先下载可免费试用两周的 Tableau Desktop 试用版。不需要信用卡即可下载，如果需要试用更长时间，试用

期也可以延长。没有可分析的数据集？Tableau 附带了三个数据集，让您可以轻松上手操作。

• 您不妨先使用我们提供的超市数据集，学习如何分析销售趋势、找出可为您带来最多利润的客户，以及分析折扣

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该数据集随附了一些预先制作好的仪表板，其中包括一份简洁的执行摘要、一个销售代表佣

金模型以及两种预测销售额的方式。您可以试着拆解这些仪表板，然后再重新构建它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快

速学会如何使用 Tableau Desktop。很快，您就会学有小成：一想到与您的数据有关的问题，就能够马上提出

并获得解答。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linkedin-dives-deep-into-petabytes-data-tableau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millercoors-satisfies-their-thirst-better-data-tableau-online
https://www.tableau.com/zh-cn/webinars/strategic-market-insights-ingersoll-rand-realizing-vertical-horizontal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tableau-tableau-sal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sales-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upport
https://tc18.tableau.com/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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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观看这些短小精悍的培训视频，学习如何准备、分析和共享数据。

• 参阅这篇博客，学习如何编写高级详细级别表达式，其中提供了分步说明和可供下载的 Tableau 工作簿。

• 访问 Tableau Public，这里有一个可视化库，包含 200 多个使用公开数据制作的销售和营销可视化作品，分析

的方面涉及销售效果、供应链供货量、管道中待处理的商机等，不胜枚举。 

• 加入我们活跃的 Tableau 社区，从数千名其他用户那里汲取灵感并获得支持。里面有一个新手论坛，可以为刚

刚入门的初学者答疑解惑。

• 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分析自己的数据了？Tableau 还附带了 Dashboard Starters，让您能以全新的方式

洞悉来自 Salesforce、Eloqua、Marketo 等来源的数据。而且，Tableau 可以直接连接到数百个数据源，因此

很容易上手使用。此外，如果您在更高级的功能方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随时都可助您一臂之力。

制作引人入胜的仪表板 

在讲故事方面，有一条金科玉律，那就是一切要从受众着眼。在利用数据来传达观点时，这一点同样适用。如果您要面对

的受众是销售部门的人员，他们肯定很匆忙。这种情况下，您的团队制作的仪表板应能够尽可能清晰快速地传达要点。

下面的“销售业绩与目标对比”仪表板就是这类仪表板的典范之作。绿色条显示的是达到了销售目标的细分领域，也就是很

多销售团队所说的达标领域。紫色条显示的是未达目标的细分领域。所传达的信息一目了然，查看者一看便知。

大多数情况下，像这样的仪表板中所提供的信息足以解答销售专员提出的紧迫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下钻查询功能轻松

预判他们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这样做还可以节省时间。上述这两种仪表

板都可以让您成功达成目标，因为您知道受众关注哪些方面，而且您的仪表板也抓住了他们所看重的方面。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training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LOD-expressions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tableau.core.product.marketing#!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tableau.core.product.marketing#!/vizhome/08-SalesEffectiveness/SalesEffectiveness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tableau.core.product.marketing#!/vizhome/05-SupplyChainVolumeDashboard/MainDash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tableau.core.product.marketing#!/vizhome/SalesforceStarter-OpenPipelineDashboard/OpenPipeline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welcome
https://community.tableau.com/groups/newbie-tableau-desktop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dashboard-starters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desktop#data-sourc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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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资源有助于您充分利用所有数据来制作仪表板，提供丰富且可指导行动的真知灼见，从而有效吸引团队成员查看

和使用。

• 阅读仪表板设计原则，了解应从何处着手、需要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应该避免哪些做法。比如，应该通过试验不

断迭代，征求他人对仪表板的反馈意见，并考虑受众的需求，让仪表板更加贴心。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度设计，

或者试图一次解答所有问题。通过对仪表板进行前后对比，有助于您了解如何改进自己的仪表板。

• 阅读我们的可视化分析最佳做法指南，了解有哪些不同的技巧有助于您及他人快速、深入地理解您的数据。

• 观看这个点播式网络讲座，了解改进可视化的一些技巧，以及应避免哪些错误。 

• 参阅“针对不同设备类型创建仪表板布局”，了解如何通过 Tableau Desktop 制作在各种设备上都能完美呈现的

仪表板。

使用 Tableau Prep 清理和组织数据 

但凡分析过销售团队 CRM 条目的人士，都知道准备数据是一个重复性强、需要大量手动操作且十分耗时的过程。有了 

Tableau Prep，您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轻松创建联接、并集、数据透视表和聚合，完全不需要编写脚本。

• 试用 Tableau Prep，了解在分析前如何组织和清理数据。 

• 参阅这篇 Tableau Prep 简介博文，听几位产品经理详细讲解在 Prep 中完成数据流程的 5 种方法。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dos-and-donts-dashboard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tableau-visual-guidebook?ref=wc&signin=4b2b1ef66380db3ea18ec702f8e2a222&reg-delay=TRUE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applying-graphic-design-principles-create-killer-dashboards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cn/dashboards_dsd_create.html
https://www.tableau.com/zh-cn/products/prep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6/new-tableau-prep-start-these-five-fundamentals-89907


6快速上手 Tableau：面向销售运营人员的入门指南

真实案例：4 个借助 Tableau 取得成功的销售运营团队
不妨了解其他一些销售部门如何使用 Tableau 来充分发挥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的强大威力，从而取得成功。

• LinkedIn 是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网络。他们采用 Tableau 来集中管理客户数据、跟踪客户绩效并预测客户流失

情况。LinkedIn 有 90% 的销售人员每周都会访问一次 Tableau。得益于此，他们在整个销售周期中变得更加

积极主动，有效提高了收入和产品使用率。

• MillerCoors 公司创立了 Miller、Coors 和 Blue Moon 等畅销啤酒品牌。该公司的销售团队使用 Tableau 为

销售报告建立了单一事实来源。凭借这些数据，该公司的销售团队（拥有超过 300 名销售人员）能够在现场发

现商机，从而销售出更多产品。

• Ingersoll Rand 是一家工业制造企业，该公司深切感受到了 Tableau 和可视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其销售团队正

是运用 Tableau 和可视化分析提供的宝贵分析洞见，有效规划在当地市场的业务。

• Tableau 的销售部门及其他业务部门也在使用 Tableau 平台。不妨听听我们的销售人员如何运用数据建立了更

有效的责任机制，从而使整个团队频频达成目标。您甚至还可以一睹他们使用最为频繁的仪表板。 

进阶资源
还有更多资源等待您探索利用！从在线资源到面对面活动，我们提供了众多机会来帮助您提升 Tableau 知识和技能水平。 

• 不妨将 Tableau 销售分析解决方案页面添加为书签，这是一项十分强大的一站式资源，提供了有关数据和销售

的方方面面的资料。

• 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获得 Tableau 支持团队的帮助。我们的专家随时都可为您答疑解难，帮助您使用 Tableau 

更快、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 参加 Tableau 全球用户大会！Tableau 全球用户大会 (TC) 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超级粉丝，他们将共度一周的美

好时光，相互学习取经、启发灵感、交流互动。不妨阅读我们最近发布的博文，了解您为什么应该与我们一同参

加在新奥尔良举办的 2018 年度全球用户大会。

• 也可以在 LinkedIn、Twitter、Instagram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linkedin-dives-deep-into-petabytes-data-tableau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customer/millercoors-satisfies-their-thirst-better-data-tableau-online
https://www.tableau.com/zh-cn/webinars/strategic-market-insights-ingersoll-rand-realizing-vertical-horizontal
https://www.tableau.com/learn/webinars/tableau-tableau-sal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sales-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upport
https://tc18.tableau.com/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6/data-rockstars-unite-reasons-why-everyone-should-attend-tableau-conference-8927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tableau-software/
https://twitter.com/tableau
https://www.instagram.com/tableausoftware
https://www.facebook.com/Tableau/


Tableau 和 Tableau Software 是 Tableau Software, Inc. 的商标。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或为与其相关联各

自公司的商标。

关于 Tableau
Tableau 帮助人们将数据转化为可以付诸行动的见解。借助无所不能的可视化分析进行

探索。只需点击几下即可构建仪表板，进行临时分析。与任何人共享自己的工作成果，

对公司发挥更大影响力。从需要了解具体销售业绩的个人分析师，到需要了解渠道整

体业绩以及能否达成与公司目标一致的销售目标的销售专员，各个领域的人士都在使用 

Tableau 来查看和理解自己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