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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警告提示系统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以及避免财产损失，必须注意本手册中的提示。人身安全的提示用一个警告三角表示，仅

与财产损失有关的提示不带警告三角。警告提示根据危险等级由高到低如下表示。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当出现多个危险等级的情况下，每次总是使用最高等级的警告提示。如果在某个警告提示中带有警告可能导

致人身伤害的警告三角，则可能在该警告提示中另外还附带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警告。 

合格的专业人员 
本文件所属的产品/系统只允许由符合各项工作要求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其操作必须遵照各自附带的文件说

明，特别是其中的安全及警告提示。 
由于具备相关培训及经验，合格人员可以察觉本产品/系统的风险，并避免可能的危险。 

按规定使用 Siemens 产品 
请注意下列说明： 

 警告 

Siemens 
产品只允许用于目录和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情况。如果要使用其他公司的产品和组件，必须得到 
Siemens 
推荐和允许。正确的运输、储存、组装、装配、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是产品安全、正常运行的前提。必

须保证允许的环境条件。必须注意相关文件中的提示。 

商标 
所有带有标记符号 ® 的都是 Siemens AG 
的注册商标。本印刷品中的其他符号可能是一些其他商标。若第三方出于自身目的使用这些商标，将侵害其

所有者的权利。 

责任免除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保

证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完全一致。印刷品中的数据都按规定经过检测，必要的修正值包含在下一

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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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xplorer 是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MindSphere 的应用。在 Visual Explorer, 
中，可根据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的数据源创建自定义可视化。Getting Started 
介绍了为连接到 MindSphere 的 assets 
创建自定义可视化的信息。可以使用这些可视化结果来分析特定的 
assets，也可向客户发布可视化。 

本文档还介绍了 MindSphere Launchpad 上提供的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和 Visual 
Explorer。 

 



文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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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历史 1 
 

 

 

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V1801.02/2020.1 2020 年 2 月 10 日 修改了整个文档中的图像

、改正了不完整的链接。 
- 

V1801.01/2020.1 2019 年 12 月 8 日 修订了整个文档 - 

V1801.12/2019.1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添加了“提示和技巧”一章 提示和技巧 (页 26) 

更新了“限制和限制条件”
部分。 

不同环境 (页 25) 

V1801.11/2019.1 2019 年 11 月 6 日 更新了“用户权限”中的角

色和权限 
“Visual 
Explor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1) 

在“更多帮助”一章中添加

了对区域偏差的说明 
更多帮助 (页 30) 

V1801.10/2019.1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新增了“不同环境”一章 不同环境 (页 11) 

V1801.10/2019.1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更新了“用户权限”部分中

的角色 
“Visual 
Explor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1) 

V1801.09/2019.1 2019 年 9 月 7 日 在用户权利中添加了配额

执行部分 
 “Visual 
Explor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1) 

V1801.04/2019.1 2019 年 4 月 4 日 更新了用户权利表  “Visual 
Explorer”中的用户权利 
(页 11)  

更新了状态表  用户界面“数据源” 
(页 14)  

V1801.03/2019.1 2019 年 3 月 1 日 子租户使用注意事项  - 

数据速率限制说明增加了

关于文件夹结构的信息 
 创建新数据源 (页 15) 

V1801.CW.EU1.K1217 2018 年 12 月 18 日 更新了屏幕截图  

在“创建新数据源”一章中

添加了注释 
选择更新机制 (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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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更改 链接 

在“更多帮助”一章中添加

了“支持” 
更多帮助 (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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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2 
2.1 Getting Started 

此文档为连接到 MindSphere 的 assets 
创建自定义可视化界面的信息。可以使用这些可视化结果来分析特定的 assets 
或向客户发布可视化结果。  

本文档还介绍了随 Visual Explorer 提供的附加软件包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两个应用均在 MindSphere Launchpad 上提供。  

Visual Explorer 基于 Tableau®。有关如何充分利用 Tableau®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更多帮助 (页 30)一章。 

2.2 MindSphere 中的 Visual Explorer 概述 
从 MindSphere Store 订购 Visual Explorer 后，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和 Visual 
Explorer 将添加到 MindSphere Launchpad 中。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管理员可以为想要实现可视化的数据创建和管理数据源。 

Visual Explorer 

在 Visual Explorer 中，管理员可以基于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的数据源创建自定义可视化。 

Visual Explorer 以 
Tableau®（数据可视化和可视化分析软件）为基础而构建，可提供多种可行的数据可视化

方案。 



简介  
2.2 MindSphere 中的 Visual Explorer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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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Explorer”中的用户权利 3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要访问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需要具有创建者角色。 
无论为子租户用户分配了哪种角色，子租户用户都无法使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Visual Explorer  

Visual Explorer 采用 Settings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中的用户权利. 

用户权利取决于以下用户角色： 

● 发布者 

● 查看者 

● 交互者 
 

权限 角色 

发布者 查看者 交互者 

使用 Visual Explorer ✓ ✓ ✓ 

创建可视化 ✓   

查看可视化 ✓ ✓ ✓ 

创建报警 ✓  ✓ 

许可证 types 用户权限 

可在许可证 types Creator 或 Viewer 中购买 Visual Explorer。下表列出了各种许可证 
types 之间的区别： 

 

许可证 type 应用访问 Visual Explorer 角色 

Creator • Visual Explorer 

•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 发布者 

• 交互者 

查看者 • Visual Explorer • 查看者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settings/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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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Tableau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online/en-
us/users_site_roles.htm)® 帮助。 

有关许可证 type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indSphere 补充条款。 

许可证 type 配额 

每种许可证 type 和数据包大小都有特定的许可证配额。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会使用一个许可证： 

● 租户管理员为 MindSphere 用户分配了一个角色。 

● 同一用户登录到 Visual Explorer。 

如果某一许可证 type 的所有许可证均已使用，则用户无法登录。但现有用户不受影响。 
 

 
说明 

所有许可证均在使用中 
不允许在多个用户之间共用许可证，因此不能频率地重新分配许可证。如果您需要重新分

配其中一个许可证，请联系 MindSphere 支持部门。租户管理员无法重新分配许可证。  
例如，通过 Settings 应用取消对 Visual Explorer 
的访问不会收回用户的许可证。因此，用户无法登录，但仍在服务器上，并仍会使用许可

证。 

示例 
Visual Explorer 提供少量查看者权限，为 20 个具有查看者角色的用户授予访问权限。前 
20 个具有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可访问应用。第 20 
个用户之后的其它用户无权访问应用。从第 21 
个用户开始，将显示错误消息，通知用户已获得和已使用的许可证。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online/en-us/users_site_roles.htm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online/en-us/users_site_ro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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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Visual Explorer 连接到 MindSphere，您需要打开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应用。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您可以为想要实现可视化的数据创建和管理数据源。 

可在设置应用中分配 Visual Explorer 角色。有关用户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isual 
Explorer”的用户角色 (页 11)一章。 

 

 
说明 
子租户用户无法使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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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用户界面“数据源” 

 

该页面列出了租户的数据源。可使用分页功能滚动浏览列表，也可使用“过滤和排序”搜索

栏列出特定租户。将在数据源“名称”和“标签”中搜索该词。可通过左侧的指示符显示当前

数据源状态。  

符号 

 下表介绍了数据源状态：  
 

状态 描述 

 数据源处于创建过程。 

 该数据源当前正在同步。 

 该数据源已与 MindSphere 中的数据完全同步。 



 将“Visual Explorer”连接到 MindSphere 数据 
 4.2 创建新数据源 

Visual Explorer 入门 
入门指南, 02/2020 15 

状态 描述 

 该数据源可正常运行，但检测到问题。某些数据可

能丢失。问题已在数据源概述页面上报告。如果您

无法自行解决问题，请联系 MindSphere 支持部门。 

 数据源未更新。在 Visual Explorer 
中仍存在过期版本的数据源。此问题已在数据源概

述页面上报告。如果您无法自行解决问题，请联系 
MindSphere 支持部门。 

根据屏幕的宽度，可显示更多信息，如托管该数据源的“项目名称”、数据源的“标签”和“大
小”。单击“更多”列中的按钮，您可以找到更多详细信息并执行更多操作：  

● 切换到详细信息页面以获取定期更新的数据源。 

● 删除数据源。 

● 编辑数据源：更改配置并以相同的名称保存更改。 

● 复制数据源：重新使用配置，但以新名称进行保存。  

4.2 创建新数据源 
要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创建新数据源，请单击 。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会调出以下用户界面： 

1. “Select data source mode” (页 16) 

2. “Select sources” (页 16) 

3. “Select update mechanism” (页 21) 

4. “Save data source”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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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步骤 1：“Choose data source mode”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在三种不同的数据源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数据源模式 描述 

“Assets” 此模式允许您为 assets 列表中的特定 assets 创建一个数据源。 

“Asset Types” 此模式允许您为特定 asset type 的所有 assets 
创建一个数据源。此模式可确保所选 asset types 的新连接的 assets 
将连续包含在数据源中并进行同步。 

“Simulation Twins” 属性 twinType=“simulation”的 assets 需要进行额外设置才能使用 Visual 
Explorer 的后台技术 Tableau®。 

 

4.2.2 步骤 2："Select sources”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为在步骤 1 中选择的“数据源”模式选择源： 

数据源模式“Assets” 

使用此数据源模式，您可以选择特定的 assets 和 aspects。创建的数据源将包含连接到 
MindSphere 的所有所选 assets 的数据。 

要为数据源选择 assets 和 aspects，请单击相应的 assets，并选中相应 aspects 
旁边的复选框。 

asset 旁边的数字将显示此 asset 中所选 aspects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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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源类型“Simulation Twins”限制了只有一个 asset 
可以作为数据源的一部分。添加新项目前，应确定选择的 aspect 和 asset。 

 

数据源模式“Asset Types” 

使用此数据源模式，您可以选择特定的 asset types 和 
aspects。创建的数据源将包含连接到 MindSphere 的所有所选 asset types 的 assets 
数据。 

要为数据源选择 asset types 和 aspects，请单击相应的 asset types，并选中相应 
aspects 旁边的复选框。 

asset type 旁边的数字将显示此 asset type 中所选 aspects 的数量。 

如果您选择了一个 asset type，并且稍后连接了新的 asset，则该 asset 
将自动插入到数据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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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详细信息 

要查看某个 aspect 的 variables 及其数据类型，请单击该 aspect 旁边的信息图标 。 

 

 

数据域 

选择 assets 和 aspects 后，相应的数据将保存在一个数据源中，这可为 Visual Explorer 
可视化提供基础。此数据源的数据域包含三个固定字段和各种附加字段，具体取决于您选

择的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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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固定字段如下： 

● 序列号 (Id) 

● Asset ID (assetId) 

● 测量的时间戳 (_time) 

variable 字段的命名与“aspectName_aspectTyp_variable”的模式相对应。 
 

名称 描述 

aspectTyp Aspect 类型 

aspectName asset type 中的 asset 名称 

variable aspect 类型中的 variable 名称 

示例 

名为“sensor2”且类型为“机器”的 asset 收集 
variables“airTemperature”和“airPressure”，并使用 aspect 
类型“StateofEnvironment”。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数据域为： 

● stateofEnvironment_sensor2_airTemperature 

● stateofEnvironment_sensor2_airPressure 

这些数据域将根据其数据类型在 Tableau® 的“尺寸”或“测量”下列出。 

这意味着可根据可用 aspects 在表中额外创建一定数目的行。如果您使用多个相同类型的 
assets，MindSphere 建议为每个 asset 选择相同的 aspects，以保持表中的行数不变。 

 

 
说明 
行数限制为 100，以确保 Visual Explorer 工作流程合理。如果行数超过 
100，则画面中会显示信息对话框，通知用户已超出行限制。  

 

 



 将“Visual Explorer”连接到 MindSphere 数据 
 4.2 创建新数据源 

Visual Explorer 入门 
入门指南, 02/2020 21 

4.2.3 步骤 3：“Choose update mechanism”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更新机制之间进行选择。 
 

更新机制 描述 

“固定期间” 此机制可确保从 MindSphere 到 Visual Explorer 
的一次性数据提取。 

“持续更新” 此机制确保 MindSphere 数据和数据源之间的持续同步。 

 
 

 
说明 

更新机制和用户权限 
创建或更新新的数据源时，还会在后端创建 MindSphere 用户权限的副本。检查 assets 
的访问权限并将其传输到新创建的数据源。   

• 对于更新机制为“固定期间”的数据源，这些访问权限将不会更新。 

• 对于更新机制为“持续更新”的数据源，每次数据源更新都会识别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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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高的更新频率（小于 30 
分钟），还规定了额外的限制，会在更新过程中对该限制进行评估。该规定限制了为保持

低延迟而更新的数据量。对于特殊用例，该限制过于保守。Visual Explorer 
提供覆盖这些值的方式：  

1. 单击“覆盖限制”。 

2. 输入自定义限制（必须是数字）。 

3. 继续配置数据源。 

 
 

 警告 

Tableau® 在后台聚合和处理数据。这样可能导致 Tableau® 
服务器无响应。此外，如果更新频率较高，较高的限制可能会使数据处理延迟，从而延

长了完成数据处理的时间。 
 

更新机制“固定期间” 

在这个更新机制中，您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这应是数据源中数据的时间

范围。 

要选择开始和结束日期，请单击日期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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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机制“持续更新” 

此更新机制可确保 MindSphere 数据与数据源的持续同步。 

如用户界面所述，选择数据的持续时间和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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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速率限制 
在“5 分钟”、“10 分钟”和“15 
分钟”模式中，数据速率数受到限制。将显示限制以及没有达到 MindSphere 
限制的情况下可使用的数据速率的信息。系统达到这些限制后，数据源可用，但不会全部

使用。将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显示警告。 
 

4.2.4 步骤 4：“Save data source”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选择数据源的名称和保存位置。您还可以向数据源添加标签，以便进

行整理和过滤。 

还可管理位于 Tableau® 服务器中的文件夹结构。 

MindSphere 将以最高级别管理文件夹结构。这意味着，MindSphere 
为每个租户创建一个文件夹，也为显示在“子租户”下方的每个子租户创建一个文件夹。此

结构不可编辑。在 MindSphere 主结构下，您可以根据要求随意创建文件夹（Tableau®) 
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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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限制和限制条件 

限制和限制条件 

以下限制条件适用于工作环境，并会不断进行更新： 

● 不允许运行仪表盘扩展。 

● 使用 32 位 Google Chrome 版本 71.0.3578.98（官方版本）时可能出现技术问题。 

● 使用 Chrome 80 时，嵌入式视图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ableau 
知识库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
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
%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
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
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
&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
=40737)。 

区域差异 

下表列出了可用区域之间的差异： 
 

功能 欧洲一区 欧洲二区 中国一区 

Tableau® 版本 2019.3  2018.1  

子租户 完全正常使用 受限。子租户没有自动项

目创建功能。 
 

数据驱动报警 完全正常使用  不支持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https://kb.tableau.com/articles/Issue/embedded-views-fail-to-load-after-updating-to-chrome-80?utm_campaign=CL_Partner%20Communication%20-%20Chrome%2080%20Iss_Email-production_E-53916_ET_0129_0230&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loqua&domain=siemens.com&eid=CTBLS000013683422&elqTrackId=037ba61eb9bc4d9ab6870fe41200136d&elq=14d5ec6a8c4a4123bdf4a0e193ac800f&elqaid=41696&elqat=1&elqCampaignId=4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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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提示和技巧 

向一个工作簿添加多个数据源 

可将多个数据源添加到一个工作簿。一般来将，会在 Visual Explorer 
中的一个特殊数据源处开始导航，然后会基于该数据源创建一个工作簿。可以从“新数据

源”中选择数据，使一个工作簿中包含多个数据源。 

 

使用 VFC 添加示例数据 

请按照以下步骤添加示例数据： 

1. 在 Asset Manager 中，添加使用特殊“Type”的 asset。 

2. 将数据写入到 Visual Flow Creator 以及可用的对应节点中的 asset。 

3. 在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中创建定期更新的数据源。 

行级安全 

通过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创建的数据源可实现行级安全。行级安全可防止在多个用户之间共享仪表盘。数据源中的

记录属于 assets。仪表盘上显示的 Assets 与登录的 MindSphere 
用户有关。这样便可同时访问同一仪表盘中的不同数据。OEM 
可为车队创建可视化界面并将其传送给子租户。子租户可访问为其启用的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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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数字溢出 

默认情况下，Tableau® 会聚合测量 type 
值。每次将测量值从左侧拖放到可视化界面时，Tableau® 
都会尝试计算这些值之和。对于使用多个值以及单个值与 variable type 
的数字限值相差不大的情况，这种方法不太简便。例如，多个新时间戳可能很容易超出长

整型数据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可先将测量值转换为尺寸来规避聚合。在左侧面板中，将

其从“测量”拖动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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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固定期间数据源 

通过编辑数据源配置，可以随时在更新模式之间切换。对于不进行定期调度的数据源，可

对其进行编辑并以相同参数保存，以此进行更新。即使未对时间范围进行更改，也会将数

据源视为新源，并相应地进行更新调度。 

处理有限数量的数据 

MindSphere 会限制每个数据源的数据量，因为 Tableau® 
服务器无法同时优化过多的数据。用户界面显示每个数据源的记录数上限。处理数据源需

要一定的时间，对于某些频率来说，连续模式下会应用不同的限制。这些限制会列于用户

界面。但某些情况下，这些限制可能过于保守。因此，Visual Explorer 
提供了覆盖此限制的方法，请参见“选择更新机制”部分。虽然较高的限制可能在特殊用例

中可行，但不保证数据变换过程将及时完成。需要确认更新性能是否仍在仪表盘容错范围

内。为了灵活处理这些限制，MindSphere 着重进行以下操作：  

● 使用其它工具（如 Visual Flow Creator）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 选择较短的时间范围。 

● 将数据分为多个源：一个源包含较多数据，但更新频率低，另一个数据源只包含最新

数据，但频率较高。 

合作 

工作簿的所有权取决于创建者。这意味着只有创建者可进行更改。要对此进行更改，创建

者必须明确设置权限。可通过两种方式设置权限：  

● 工作簿所有权可移交给另一用户。 

● 可分配细粒度权限。 

这两种方法均在工作簿列表中的对应菜单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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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可视化 5 
5.1 在“Visual Explorer”中使用数据源 

要使用 Visual Explorer 中 Visual Explorer Connector 的数据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MindSphere Launchpad 中打开 Visual Explorer。 

2. 单击保存数据源的项目。 

3. 单击“数据源”。 

4. 选择相应数据源旁的框。 

5. 单击  >“新工作簿”。 

数据源随即显示在“Visual Explorer”中的“数据源”处。 
 

 
说明 
子租户用户无法创建可视化，如“Visual Explorer”的用户权利 (页 11)一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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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多帮助 

支持 

如果无法利用 MindSphere 知识库解决问题，请联系支持团队。 

要联系 MindSphere 支持团队，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转到 MindSphere Launchpad。 

2. 单击右上角的 MindSphere Button“powered by MindSphere”。 

3. 选择“MindSphere 支持”。 

 

将打开一个新对话框，请在其中输入联系人详细信息并描述问题。然后支持团队会联系您

并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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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区域偏差 
“MindSphere 支持”不会为“中国 
1”区域打开新的对话框，而会打开“阿里巴巴工单系统”页面创建新工单，以提供进一步支

持。 
 

更多链接 

Visual Explorer 基于 Tableau®。以下是关于 Tableau®. 使用入门的实用信息 

● Web Authoring 工作空间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
us/web_author_home.htm) 

● 在 Web 上构建视图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
us/help.htm#web_author_build_view.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
on%2520the%2520Web%7C_____2) 

● 搜索和管理 Web 内容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
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web_author_home.htm
https://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web_author_home.htm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web_author_build_view.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2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web_author_build_view.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2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web_author_build_view.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2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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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
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
20View%7C_____0) 

● 在 Web 上分享和协作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
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
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
20Web%7C_____0) 

 

参见 

Alibaba 标签系统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mindspher
e&commonQuestionId=3917&isSmart=true)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data_explore_analyze_interact.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Explore%2520and%2520Manage%2520Web%2520Content%7CExplore%2520and%2520Analyze%2520Data%2520in%2520a%2520View%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online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en-us/help.htm#share_collaborate.html%3FTocPath%3DUse%2520Tableau%2520on%2520the%2520Web%7CShare%2520and%2520Collaborate%2520on%2520the%2520Web%7C_____0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mindsphere&commonQuestionId=3917&isSmart=true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mindsphere&commonQuestionId=3917&isSmart=true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mindsphere&commonQuestionId=3917&isSmart=true
https://workorder.console.aliyun.com/console.htm#/ticket/add?productCode=mindsphere&commonQuestionId=3917&isSmar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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