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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本用户手册详细描述了可视化分析平台的具体运行过程及操作流程，从而使

用户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该平台的使用方法，达到准确、熟练使用可视化分析平

台的目的。

1.2. 项目背景

1.3. 定义及缩略词

序号 名词 相关解释

1 数据模型
作为业务数据结构定义/描述，限定业务数据格式，属于数据定义中的顶级

对象。

2 数据集
作为数据模型的实例，真实数据存放处，描述了数据来源与内容，附属于数

据模型之下。

3 指标
业务数据分析单元，或者一个业务分析的可视化呈现。通过与数据集关联绑

定对数进行分析展示。

4 页面
指标组成的一个业务分析场景，支持场景间跳转/钻取。通过授权给不同用

户以达到个性化业务分析的需求。

第二章 运行环境

可视化分析平台采用 Web 访问方式使用，对用户系统配置无硬性要求，仅需

拥有符合系统要求的浏览器，就可以通过系统地址访问并使用系统。

使用浏览器对系统进行访问，支持 Chrome、Firefox、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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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使用

略

3.1 系统登录

通过访问系统地址，进入系统登录界面，效果图下。

上图就是可视化分析平台的登录界面， 用户可直接输入用户名、密码，登

入系统。

如用户名或密码填写有误，系统会自动给出提示，用户重新输入正确的用户

名、密码，即可登入系统。提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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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登录成功后，显示系统主页面如下。

3.2 数据管理

系统目前支持两种数据导入方式，一种是 Excel 表导入，一种是通过 MySQL

数据库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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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Excel 导入

点击左侧数据管理中的数据上传菜单，显示页面如下：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符合规范的 Excel 表，选择后文件名称会显示在右

侧。如下图所示。

点击上传按钮，确认上传文件。界面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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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上传 EXCEL 数据，可编辑数据模型编码、数据集编码等信息，如下

图所示。

点击底部保存按钮，保存数据模型及数据集。至此 Excel 数据导入完毕。

Excel 数据导入后，系统会将表格中的数据自动生成数据模型及数据集，点击

左侧数据管理中的模型管理或数据集管理，可以查看数据导入后生成的数据模型

及数据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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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管理：点击可见现有可用的数据模型列表。新导入的数据模型位于列表

最下方。

数据集管理：点击可见现有可用的数据集列表

点击数据集的“编辑”按钮，可显示数据集的数据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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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MySQL 数据导入

点击左侧数据源管理菜单，可显示现有数据源列表。可对现有数据源进行增

删改查操作。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新增空白窗口，填入数据源名称、地址、端口号，填入

可登入数据源的用户名、密码，数据源实例名称，选择数据源类型为 MySQL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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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点击测试按钮，如显示“连接测试成功！”则表示数据库已经成功链接，

可以在数据集管理中，对新添加的 MySQL 数据库进行访问，通过 SQL 语句添加

新的数据集。

目前支持的数据源类型为 关系数据库、接口服务、Excel 文件

3.3 指标管理

3.3.1、指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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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指标管理菜单（如下图），显示现有指标列表。现有指标可在页面管理

中直接选择添加。

3.3.2 新建指标：

右侧区域为指标分组的目录结构，在对应的目录文件夹上点击右键，出现如

下图菜单，用户可对文件目录中的文件夹进行增删改操作。

点击右键菜单中的“添加指标”，弹出添加指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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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指标名称，选择要使用的控件类型，本文档中使用柱形图做为示例，点

击底部“确认”按钮，页面跳转至柱形图控件示例页面。如下图：

3.3.3 绑定数据集

绑定数据集以上稳重导致的 Excel 数据为例。点击右侧数据集选择目录，显

示当前可用的数据集。选择上文中导入的 Excel 数据，点击数据集。选择维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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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维度和度量被选中后即出现在控件数据集对应的维度、度量列表里。

用户可通过控件属性，对控件的标题、图例、提示框、工具栏、序列、事件

等进行修改，包括标题文本、大小、位置、颜色等。

现在详细描述序列的绑定，序列绑定是图表数据显示的关键。

以上文中导入的 Excel 数据为例，在序列标签页中点击添加按钮新建一个序

列，序列名称定义为“收入”，序列绑定中选择数据集为“收入”，维度中选择“年

份”，度量中选择“收入”；序列类型选择 Bar（柱形图）类型，一组数据就绑定

完成了。点击预览数据按钮，绑定的数据集中的数据即在图表中展现出来。

按照上述步骤，再次新增序列，分别绑定“支出”及“盈利”部分的数据，

绑定后点击“预览数据”按钮，图标显示如下图所示。点击底部“保存”按钮，

新控件创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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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也可创建折线图表，新建及绑定方式同上，需将序列中的“序列类型”

选择为 Line（折线）类型，同样数据集生成的折线图表控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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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控件新建与上述示例类似。

3.4 页面管理

点击左侧页面管理，显示现有页面列表。在右侧页面目录中可以新增页面，

也可点右键对文件夹目录进行增删改操作。

新增页面：

在右侧页面目录相应文件夹上点击右键，选择“添加页面”，弹出添加页面

窗口，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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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页面名称、布局类型，如果此页面为登录后所看到的首页面，勾选首页

选项，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排版页面，排版页面中间为内容区，右侧为可用

控件列表，如下图所示：

点击右侧控件，对应控件及出现在内容区内，可通过拖拽对控价的大小，位

置，进行调整，一个页面可使用多个不同类型的控件，对页面排版后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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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面的“保存”按钮，页面创建完毕，页面跳转到页面管理列表页，页

面。

右键点击页面列表右侧目录中的新添加的页面，可以对页面进行修改、删除，

点击调用页面，可预览该页面在浏览器中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页面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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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授权管理

在用户授权中，一个用户可以拥有多个角色，每个角色只能拥有一个首页面。

3.5.1 角色管理

系统中用户分为多个角色，不同角色拥有对系统操作及查看的不同权限。管

理员可以新增角色，对该角色设置相应的权限，从而实现不同角色访问不同的首

页面。

点击左侧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点击上面“添加”按钮弹出新增角色窗

口，如图所示：

输入角色名称并选择角色类型，点击“确认”按钮，完成角色新建。

角色新建后，点击角色列表“资源授权”列中对应的“设置”按钮，对角色

进行授权，授权选择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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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首页面及授权可用的指标控件。一个角色只能拥有一个首页面。选择完

毕点击“确认”按钮，该角色授权完毕。用此角色登录系统后，点击顶部预览按

钮 ，可以查看该角色下的首页面。如下图所示：

3.5.2 用户管理

点击左侧“用户管理”菜单，显示系统中的用户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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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中可以对用户进行增删改等操作。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用户，弹出如下窗口：

输入登录账号，用户名、密码信息，点击确认按钮，添加一名新用户。点击

用户列表中“角色设置”列的“设置”按钮，选择该用户的授权角色，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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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毕点击确认按钮，该用户授权完毕。一名用户可以拥有多个角色，而

每个角色可以对应一个首页面，即点击预览按钮 时，选择左侧的不同角色，

右侧可显示不同的页面内容。

如，admin 用户，同时拥有管理员及用户 A 两个角色，在预览时，左侧有两

个角色可选。

管理员角色下的首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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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A角色下的首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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