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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做出漂亮的 Dashboard
  怎样用 Yonghong Z-Dashboard 做出漂亮的 Dashboard

一个美观、整齐、重点突出的 Dashboard 不仅会吸引大家的眼球，更会使数据变活，增加人机交流，

及时掌控事态变化，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本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教大家如何通过 Yonghong 产

品来制作精美的 Dashboard。

本文主要通过三个章节来讲述，第一章 Dashboard 展示，第二章 Dashboard 美化，第三章介绍通用

美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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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Dashboard 展示
本章节主要展示一些精美的 Dashboard 来供大家鉴赏。

医药销售额与趋势

该 Dashboard 主要展现不同地区不同销售客户在不同时间的销售额与趋势的情况，通过笔刷可对单个

数据进行筛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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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销售数据分析

通过表格图表等来展现不同州的销售额和利润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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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注册 / 激活数月统计

该 Dashboard 主要通过地图、折线图、雷达图来展示不同地区不同平台的注册 / 激活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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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气质量分析

该 Dashboard 主要通过趋势图来对不同时间段内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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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映十年变化

本 Dashboard 通过柱状图来展现国家广义货币总量 M2、国家财政收入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间的

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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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癌症发病及死亡情况对比

本 Dashboard 通过地图和柱状图展示男女癌症的发病区域及发病和死亡人数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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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油消耗与产出

本 Dashboard 展示了汽油消耗在世界的分布以及消耗量与产出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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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Dashboard 美化
在本章节，我们将向您介绍上一章节中的 Dashboard 是如何做出来的。

医药销售额与趋势

我们先看一下美化前的医药销售额与趋势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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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美化的 Dashboard 看起来比较空洞杂乱，重点内容没有突出表示。下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几个步

骤来美化当前的 Dashboard。

详细的美化步骤：

1. 在 Dashboard 的标题左侧区域插入公司的 LOGO 图片，标题文字下方插入斜纹的分割线图片组件，

下图红色框中均是图片组件。

文本框输入日期，修改文字颜色后叠加在斜纹图片上并居中对齐。

2. 在地图上右键选择局部格式修改其透明度为 100%，用文本组件制作出背景填充淡蓝色。

地图绑定状态下修改标记组，将 “ 销售额 ” 字段拖入大小，修改颜色标记中各客户的颜色。

制作右下角的横向柱状图时，用文本组件制作出白背景并降低透明度，叠加到柱状图底部；右键绑定柱

状图以修改其颜色。

3. 用文本框制作图表标题。直线也是通过文本组件制作的，把文本组件的左右边框以及上边框设为空，

下边框设为直线即可，起到标题与 Dashboard 内容分割的作用。

绑定状态下将 “ 销售额 ” 拖入标记组的形状中，便能有半填充圆的形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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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增加界面的变化，饼图的标题用文本框组件写入环形图内。在环形图上右键选择标记，设置分离

圆环图 （2%）并勾选显示值，绑定状态下将 “ 销售额 ” 拖入大小内，修改颜色为医疗业蓝绿色的近

似色，修改后可使环形图更富变化。

隐藏柱状图与折线图的轴，右键绑定修改图表颜色，加入亮色提亮整个 Dashboard。

用文本框组件分别制作直线与输入公司网址作为结尾样式。

7. 经过简单的几步，一个漂亮的、重点突出的 Dashboard 诞生了，真的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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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销售数据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美化前的咖啡销售数据 Dashboard。

尚未美化的 Dashboard 看起来颜色杂乱沉重。下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来美化当前的

Dashboard。

详细的美化步骤：

1. 标题左边放入 LOGO, 添加一个文本组件，用文本框组件制作标题与内容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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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地图局部格式里的透明度为 100%，利用文本组件填充淡蓝色做为地图背景色，将 ”STATE” 字段

拖拽到颜色上。

利用图片组件导入下图中的四色气泡图，将文字改成白色并置于该图片之上。

2. 用文本框组件制作虚线做分割。

小标题左侧添加 icon 图以让下面的内容更具条理性更清晰易读。文本框组件输入标题和副标题，并将

两行字做大小和深浅的区别以增强对比和变化性。

在饼图上右键选择标记修改分离饼图 （2%），绑定状态下拖拽 “SALES” 字段到大小。

3. 设置柱状图左右轴在一个共享组中，目的是共用一个 X 轴，之后隐藏右侧的轴并修改柱状图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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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制上一步骤制作的虚线做另一个分割线。

在横向柱状图上右键选择标记，勾选显示值。

环形图上右键选择标记，勾选显示值并设置其他如下图红线框选的地方，得到环形图各区块错落有致的

效果。

5. 文本框组件制作一条实线，右下角加上网址做结尾样式。

6. 经过简单的几步，一个漂亮的 Dashboard 诞生了，确实很简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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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分析表

我们先看一下尚未美化的空气质量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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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美化的 Dashboard 看起来比较空洞，重点内容没有突出表示。下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来

美化当前的 Dashboard。

详细的美化步骤：

1. 通过文本框组件为整个 Dashboard 铺一个淡蓝色的背景。

导入如图红线区域的底图图片来渲染环境。

用两个文本框组件的填充和边框衬托突出标题。

2. 用文本框组件制作虚线，分割表头和选择内容。小标题前插入分区的绿色小点图。

隐藏折线图的 X/Y 轴，在折线图上右键属性，根据 Dashboard 结尾的附录设置目标线如图。

修改日期条件筛选的表头填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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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12 个月的趋势图上右键选择绑定，在 Y 轴绑定区切换图标类型为堆积柱状图，将 “quality” 拖

入大小的标记组内。

4. 用文本框组件制作虚线，分割主体图表内容与防护手册。

5. 经过简单的几步，一个漂亮的 Dashboard 诞生了，确实很简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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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映十年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尚未美化的数据反映十年变化 Dashboard：

尚未美化的 Dashboard 看起来比较呆板平淡，下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来美化当前的

Dashboard。

详细的美化步骤：

1. 此 Dashboard 的头部依旧通过文本组件实现，填充深灰色。

复制文本框组件下移并压缩，填充暗红色强化标题的层次感。

下图中红框部分均为插入的图片，标题用两个文本框组件分别输入文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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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个 Dashboard 背景色用文本框实现，填充中国红色，文字均改为白色。

柱状图在绑定状态下修改图案为方格形，标记的数字和年份均改成白色。

利用文本框组件画出虚线框，并把 410% 背景填充白色，410% 改为与背景色颜色相同，突显数值差距

的悬殊。数值和背景之间插入地图的图片。

右半面的美化方法同理。

3. 下面的部分实现方法与上一步骤类似，只是柱状图标记的图案略有不同。

4. 用两个文本框完成结尾部分：一个填充淡红色和文字，另一个填充暗红色后压缩，呼应标题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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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过简单的几步，一个好看的 Dashboard 诞生了，真的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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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油消耗与产出

我们先看下尚未美化的世界汽油消耗与产出分析的 Dashboard：

尚未美化的 Dashboard 看起来呆板没生气没变化，重点内容没有突出表示。下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几

个步骤来美化当前的 Dashboard。

详细的美化步骤：

1. 为了体现是与石油相关的 Dashboard，底色依旧利用文本框组件填充深灰色。

再通过文本框组件绘制深浅不一的并列实线分割标题与主体内容。

在头部的时间选择列表上右键选择属性，更改列为 “2”，以横向展示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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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化标题时，利用两个文本框组件，一个输入标题，一个做成虚线，这样两部分可以完全对齐。

3. 美化 “ 汽油消耗与产出比 ” 图表时，在 X/Y 轴上右键选择轴，勾掉 “ 刻度可见 ” 与 “ 轴线可见

”，令图表更简洁清爽。

在图表区域内横向的图表虚线上右键选择局部格式，修改线的颜色为深灰色。

绑定状态下将 “CONSUMPTION” 拖拽到大小和形状的标记上，并修改其颜色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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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 汽油消耗占比 ” 图表下移与对比图并列，可以使画面更均衡。为了增加变化将标题放入环形图

内部。

5. 经过简单的几步，一个好看的 Dashboard 诞生了，真的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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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用美化方法

在本章将分别从 Dashboard 级别、组件级别、特效三个方面来重点介绍美化 Dashboard 的概念。

Dashboard 级别的美化是定位整个 Dashboard 的主题色彩，组件级别的则细化到每个组件，而特效则

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美化来吸引人的眼球。

Dashboard 级别的美化方法

Dashboard 级别的美化是整体定位 Dashboard 的风格，从设计美化方面提出三种风格 Dashboard 供

参考。

1. 简洁风格 ( 色彩清淡 )。

2. POP 风格 ( 色彩浓重 )。

3. 主题风格。

简洁风格

简洁风格的 Dashboard 背景色选择浅色，全色式。而 Dashboard 内容则利用丰富的色彩来平衡

Dashboard。对于简洁风格的 Dashboard，要注意标题和组件间的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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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风格

此风格的 Dashboard 色彩浓重，对比强烈。

1. 首先要确立主色 ( 一般不超过 4 色 )。

2. 根据选定的主色来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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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图是按照此风格做出的 Dashboard。

4. 再来分析一款

关于主色的确立，可以根据喜好设置有机理或带图案的背景图。

5. 根据选定的主色来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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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照此风格做出的 Dashboard 如下。

主题风格

主题风格的 Dashboard 主要通过与主题接近的背景图来展示，通过背景图能够快速使 Dashboard 阅

读者抓住 Dashboard 的核心内容，并且增加了视觉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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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级别的美化方法

组件级别的美化主要是突出表达主要内容，下面从四个方面介绍。

1. Table Style( 适用于 Table/Pivot 组件 )。

2. 表格渲染 ( 适用于 Table/Pivot 组件 )。

3. 突出显示重点信息。

4. 使用贴近主题的图片。

Table Style

由于表格展示的数据比较的多，为了更加方便 Dashboard 阅读者读取表格数据信息，我们在 Table/

Pivot 的 【属性 - 样式】中提供了多种 Table Style 供选用。

表格渲染

表格渲染是在 Table/Pivot 组件中将数据以图形图片的形式展现，更加形象化。
第三章 通用美化方法 34



突出显示重点信息

每个 Dashboard 都有它重点显示的信息，我们常常通过字体以及渐变色来体现。一般情况下组件的标

题来表达该组件的目的，所以常常以大字号加粗来突出表示。

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如字段名称，合计信息，则可以以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来方便看 Dashboard

的人迅速掌握 Dashboard 的主要信息。

渐变色则从颜色变化上反映出数据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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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贴近主题的图片

巧妙的使用贴近主题图片来丰富 Dashboard。如下面的北京 10 年图表，图表与背景色之间插入了与文

字相关的图片能帮助读者快速理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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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

通过一些特殊的美化途径，来凸显 Dashboard 的特色。

1. 恰当的使用仪表组件。

2. 动态更新 Dashboard。

3. Tooltip 特效。

4. 文本描述。

恰当的使用仪表组件

在 Dashboard 的适当位置放置一个仪表组件，既增加了美观，又可以一目了解数据的汇总信息。

动态更新 Dashboard

可以通过脚本来制作一些动态显示的效果 , 如下图会动态显示公司年度内不同月份的产品销量与产品利

润。生动的效果图请访问该链接地址：http://www.yonghongtech.com/bi/

Viewer?proc=1&action=viewer&db=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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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tip 特效

为了节省空间，我们常常需要通过 Tooltip 来显示与之相关的更多详细信息。

文本描述

通过适当的文本描述信息，既能增加 Dashboard 的可读性，也能提升表的整体美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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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阅读此文档！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与我们联系，我们会提供在线服务。相信通过我们的

共同努力，定会打造出更加漂亮的报表。

更多 Demo，请访问 Yonghong BI 官方网站：www.yonghongtech.com/dem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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