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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可视化 UE 概述 

当前，我们的世界已经迈入大数据（Big Data）时代，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与人类世界的经济、军事、科研、生活等方面不断交叉

融合，催生出超越以往任何年代的巨量数据。数据正在变得无处不在且触手可及。但是

再良好的数据资源和治理基础，再强大的数据分析算法，出来的依旧是“数据”。人类

的大脑天生不善于处理数字，但是对图形的大小、颜色、形状的感受却敏感很多。数据

本身的不可阅读性和抽象性，给人们的数据应用造成了巨大困难，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更

好地与“数据”交流，更容易地理解和获取数据背后的信息与知识呢？ 

可视化技术的应用将人类面对可视化信息时强大的感知认知能力与计算机的分析计算

能力优势进行有机融合，在数据挖掘等方法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利用认知理论、科学/

信息可视化以及人机交互技术，辅助人们更为直观和高效地洞悉大数据背后的信息、知

识与智慧，为大脑减负，极大的降低了数据应用的门槛。正如当年计算机只使用纸带输

入，使用信号灯输出的时候，计算机属于科学家的工具，而有了图形化的交互界面，计

算机才走进千家万户。 

人类从外界获得的信息有 80%以上来自于视觉系统，当大数据以直观的可视化图形的形

式展示在分析者面前时，有效地提高数据结果的可信度、可理解性和可用性，分析者往

往能够一眼洞悉数据背后隐藏的信息并转化成知识以及智慧。 

1.2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设计流程 

一个完整的可视化设计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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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操作 

2.1 登录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正常登录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说明  
 请用如下浏览器你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建议在火狐 59.0、谷歌浏览器 Chrome 74.0.3729.131 正式发布版本上使用。 

 一些高级组件和效果采用的新技术低版本浏览器可能不支持，建议使用推荐的浏览器进行访

问。 

 Chrome 80 版本浏览器本身不稳定不建议使用。 

操作步骤 

打开 Chrome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可视化平台的访问地址，如

http://10.0.8.12:8080/viewer，进入“登录”界面，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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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登录界面 

 

 

说明  
 建议不使用多个用户名在多选项卡的浏览器进行登录、不在浏览器中使用“文件 > 新建”方

式新建窗口登录与原窗口不同的用户名，否则可能造成不同用户名之间的权限混淆，对 WYDC

大数据平台系统安全造成隐患。 

 可视化管理平台支持 50 个在线客户端连接，支持 20 个并发访问客户端连接。 

 10.0.8.12 为可视化管理服务器 IP 地址。 

 8080 为端口号。 

步骤 2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并填写密码。 

 用户名：登录用户名。 

在文本框中直接输入。 

初始用户名为“admin”。 

 密码：登录密码。 

在文本框中直接输入。 

 

步骤 3 单击“登录”，登录系统管理 WEB 服务器。 

----结束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2 基础操作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5 

 

2.2 退出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可以退出并关闭可视化 UE 平台。 

操作步骤 

单击首页右上角的退出 按钮，返回系统管理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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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报表 

3.1 总体介绍 

呈现当前登录用户归类整理的所有报表，可对喜欢的报表进行置顶，阅读报表信息。 

3.2 分类查看 

 

 

A：分类文件夹，展示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报表；选中分类文件后，分类字体变为蓝色，

如下图所示： 

 

B：通过关键字搜索查看；输入关键字信息，回车，将符合关键字的报表呈现出来，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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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置顶 

当首页下存在多个报表时，可对报表进行置顶。置顶后查看我的报表时，将会展示在最

前的位置，方便查看。 

例如： 

1. 当查看我的报表菜单时，默认展示所有的报表情况，如下图所示： 

 

 

2. 如果我想对“某某供应链大数据”进行置顶，则可以单击报表右侧的 进行置

顶，置顶后五角星变为黄色，下次进入我的报表菜单查看，则展示在最前方，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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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置顶后再次单击 则取消置顶，恢复置顶前的位置展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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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阅读报表 

 

 

A：单击名称预览整个报表 

B：双击页面预览单个报表 

C：折叠收起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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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管理 

4.1 总体介绍 

展示当前登录账号下所有创建的工程，可对工程进行预览、发布、导出、复制、删除等

操作进行管理。 

 

4.2 新建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界面，单击“新建工程”，则弹出新建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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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输入“工程名称”、选择“页面类型”、选择“页面模板”、输入“工程描述”，单

击“确定”，则新建成功，进入编辑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3 查看工程管理列表，展示已新建的工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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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4.3 预览工程 

进入工程管理页面，选择要预览的工程，单击操作栏的 图标，新打开一个

工程预览的标签页，预览工程页面的内容。 

4.4 发布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发布的工程，单击操作栏的 图标，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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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要发布到的分类，如果已存在的分类不满足，还可以点击 图

标，新建一个新的分类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4 工程管理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14 

 

 

步骤 3 单击“发布”，则发布至授权管理下，在授权管理文件夹下能查看到该工程信息，如

下图所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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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删除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删除的工程，单击操作栏的 图标或者复选框

勾选要删除的工程，点击“删除”图标，可以进行单个工程删除或批量工程删除操

作，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则删除成功。 

----结束 

4.6 复制工程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复制的工程，鼠标放置在操作栏“更多”上，在弹出的操

作列表上点击 图标，则复制当前该工程，在如下弹窗中输入复制的

工程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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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分享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分享的工程，鼠标放置在操作栏“更多”上，在弹出的

操作列表上单击“分享”，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用户可以对部门/地区/角色/分组/账号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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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确定”，授权完成后，被授权账户登录后，在可视化“工程管理”页面列表

中，可以看到被授权的工程。 

4.8 导入导出工程 

4.8.1 导出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导出的工程，鼠标放置在操作栏“更多”上，在弹出的

操作列表上单击的“导出工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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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需要保存的位置单击“确定”，则导出工程到本地文件夹（根据浏览器设置是否弹

出保存确认框），如下图所示： 

 

 

----结束 

4.8.2 导入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单击“导入工程”按钮，弹出导入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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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拖入或者点击上传要导入的文件，输入导入工程名，单击“确定”，则导入成功。 

 

 

----结束 

4.9 重命名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工程管理列表，选择需要重命名的工程，鼠标放置在操作栏“更多”上，在弹出

的操列表上，点击 图标，如下图所示： 

 

被选择的工程名称出现可编辑状态。 

步骤 2 编辑框中输入新的工程名称后，鼠标移出编辑框外单击，编辑框恢复不可编辑状态，

工程重命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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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页面设计器 

5.1 总体区域介绍 

总体区域介绍如图 5-1 所示。 

图5-1 总体区域介绍 

 

5.2 工具栏 

5.2.1 打开 

该功能主要用于打开工程，其所在位置详见图 5-2 红色标出部分。 

图5-2 打开功能展示图 

 

步骤 1 单击“打开”，弹出打开工程窗口，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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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打开工程窗口 

 

 

步骤 2 在搜索栏中输入工程名，然后单击回车或者图标“ ”进行搜索，如图 5-4 所示；

检索出结果后，选择要打开的工程，单击“确定”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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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搜索界面 

 

----结束 

5.2.2 全部保存 

该功能主要用于保存工程页面，包括保存当前页面和保存所有页面，其所在位置详见

图 5-5 红色标出部分，图标 表示保存当前编辑的页面，图标 表示保存所有打开

的页面，单击这两个中任意一个图标，页面弹出提示框“页面保存成功！” 

图5-5 保存工程页面 

 

 

注意 

由于编辑器与数据库连接有一定时效，请注意保存，避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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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另存为 

通过该操作可以将页面另存为不同的类型，现今支持的类型有布局模板和业务组件。 

步骤 1 单击图标 展开可选择需要存储的类型，如图 5-6 所示。 

图5-6 存储类型选择窗口 

 

 

步骤 2 如图 5-6 选择布局模板，弹出另存为窗口如下图所示，可单击布局模板下的文本框，再

次选择另存为的类型，若要给该模板做图标则直接单击图标下的空白位置，在本地选

择好图片上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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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5.2.4 回滚和前进 

工具 图标 功能描述 说明 

回滚 
 

撤销上一步操

作。 

使用快捷键“Ctrl+Z”也可以撤销上一步操作。 

前进 
 

恢复上一步操

作。 

必须有撤销操作后才能进行前进操作。 

使用快捷键“Ctrl+Y”也可以恢复上一步操作。 

 

5.2.5 排版工具条 

5.2.5.1 字体设置 

工具 图标 功能描述 

字体颜色 
 

更改选中组件中的字体颜色。 

背景颜色 
 

更改选中组件的背景颜色。 

 

5.2.5.2 对齐管理 

对齐方式 图标 功能描述 

文本左对

齐  
将选中组件中的文字向左对齐。 

文本居中

对齐  

将选中组件中的文字居中对齐。 

文本右对

齐  
将选中组件中的文字向右对齐。 

组件左对

齐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左边的组件为基准，将其他组件向左对齐。 

组件左右

居中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组件为基准计算出中间位

置，将其他组件左右移到此中间位置。 

组件右对

齐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右边的组件为基准，将其他组件向右对齐。 

组件顶端

对齐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顶部的组件为基准，将其他组件向顶部对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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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上下

居中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顶部和最底部的组件为基准计算出中间位

置，将其他组件上下移到此中间位置。 

组件底端

对齐  

以选中的组件中最底部的组件为基准，将其他组件向底部对

齐。 

横向分布 
 

选中的组件中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组件位置保持不变，左右移

动中间组件，使得两两组件的横向间距相同。 

纵向分布  
选中的组件中最底部和最顶部的组件位置保持不变，上下移

动中间组件，使得两两组件的纵向间距相同。 

 

5.2.5.3 层级管理 

工具 图标 功能描述 说明 

置顶 
 

当设计页面中有多个组

件时，选中的组件层级

将向上移动一层。 

同时，层级改变也可以通过在编辑

器右边的“组件列表”中拖动组件

的位置实现。位置越靠上，层级越

高。 

置底 
 

当设计页面中有多个组

件时，选中的组件层级

将向下移动一层。 

5.2.5.4 锁管理 

工具 图标 功能描述 

加锁 
 

对选中的组件进行加锁后，该组件在画布区

将不可修改。 

解锁 
 

多选中的组件进行解锁后，该组件在画布区

将可以进行修改。 

 

5.2.6 预览 

预览可查看整个工程内所有页面，对于绑定了数据源的组件，只能单击动态预览才能

查看数据生成情况。 

示例 2：分析某公司销售人员对该公司产品的销售情况。 

在画布中拖入柱状图，并绑定数据源，单击动态预览，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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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绑定数据源的组件预览的将是该组件上静态数据。 

 

5.2.7 发布 

发布可以将工程发布到某个分类上，发布后的工程会生成对应的地址链接，通过该链接

地址用户将可访问到该工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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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要发布到的分类，如果已存在的分类不满足，还可以点击 图

标，新建一个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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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发布”，则发布至授权管理下，在授权管理文件夹下能查看到该工程信息，如

下图所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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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程视图 

5.3.1 分组管理 

通过该操作，可以对工程页面进行分类管理。下图中的红色标出位置即为新建分组图

标，单击该图标即出现一个新建分组，在该新建分组后单击图标  ，在弹出的操作

列表上，可对该分组进行复制、重命名和删除操作。 

 

 

5.3.2 页面管理 

5.3.2.1 新建页面 

单击图标 新建页面。若要在某个分组下新建页面，则用鼠标选中此分组，单击新

建页面的图标。 

5.3.2.2 删除页面 

选中要删除的页面，该页面呈红色，单击删除图标 ，页面直接删除。 

5.3.2.3 重命名页面 

选中要重命名的页面，该页面呈红色，单击图标 ，在弹出的操作列表中单击重命

名，对页面进行重命名。注意：名称不允许包含“^,/,\,@,$,#,&,(),制表符，退格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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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移动页面 

选中要移动的页面，单击鼠标左键直接拖动该页面到想要放置的位置，再松开鼠标即

可。 

5.3.2.5 复制粘贴页面 

选中要复制的页面，单击图标  ，在弹出的操作列表中单击复制，对页面进行复制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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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PSD 导入 

通过导入 psd 文件和对应的 svg 文件可直接生成页面。工程视图下点击  

 

拖入或者点击上传 psd 文件和 svg 文件，点击“上传”，文件上传完成后将开始解析 

 

解析完成后，点击“完成”将生成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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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智能识图 

通过导入手绘图，系统智能识别手绘图页面内容自动生成页面。工程视图下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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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入或者点击上传手绘图，手绘图规范参考《智能识图手绘图绘图参考》，图片上传完

成后，点击“确定”系统开始解析图片内容 

 

解析完成后会生成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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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组件库管理 

5.4.1 组件搜索 

在不清楚组件位置时，通过该操作可以直接搜索出想要的组件，如下图所示，若要搜索

图表组件，则打开图表组件，在组件输入框中直接输入想要的组件名，单击 或回车，

即可在图表组件下显示出该组件。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5 页面设计器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35 

 

 

 

5.4.2 基础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基础组件栏中，将任意组件拖拽到页面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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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基础组件简介表 

组件名称 功能 

WEB 交互 

文字控件 用于在编辑时输入文字，在运行时不允许输入文字。该组件更

多的用于页面排版，静态信息的呈现。 

复选框 用于多选设置。 

文本编辑 用于在页面编辑时、运行时都可以输入文字信息。该组件更多

的用于动态信息的输入。 

单选组 用于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的场景。 

开关 用于开关设置。 

按钮组件 用于执行一定的动作，例如查询、提交、确认等。 

下拉列表 以下拉列表的方式展示数据，并支持对展示的数据进行单选。 

层级树 用于多选设置，以树形结构的方式展示。 

多行文本 用于接收使用者于输入文字信息。 

菜单组件 适用于多级选项展示。 

范围输入框 用于对数值类型的字段值进行区间范围的筛选操作。 

时间控件 用于时间、日期的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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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递归树 用于多选设置，ID 和父 ID 的结构形式关联展示。 

时间轴 时间轴组件可绑定任意图表组件实现动态轮播效果。 

文本段落 适用于展示大量的文本。 

时钟控件 一种展示系统时间的控件。 

相对时间控件 相对时间选择控件，可以按照当前系统时间，自动倒推，顺推

一定区间的时间，比如最近一周，最近一个月。 

查询容器 可以往容器中拖入一些基本组件，用于组合成为查询条件。可

以在该容器组件上配置每个基本组件所对应的查询字段。 

查询组件 根据当前页面上配置好的模型，可以在运行时动态添加查询条

件，然后自动感应所有与该条件相关的组件，刷新组件内容。 

超链接 用于超链接设置，点击该组件的文字可以跳转到相应的 URL

页面。 

功能组件 

日历组件 日期显示控件，并且支持绑定业务数据，适用于展示比如出勤

率一类的数据。 

数字显示 用于展示数值的控件。 

容器组件 用于布局和对组件打包，能够包含多个基础组件、图表组件和

地图组件，在容器中的组件随着容器一起移动。 

Tab 容器 用于展示多个页签。 

数据源组件 类似文字控件、数字控件、文本段落等单值组件在绑定数据时，

每个组件都需要单独发请求到数据库后台查询数据。数据源组

件能绑定页面上多个单值类型的组件，将请求汇总后统一向数

据库查询数据，并分发给每个绑定的组件。 

图片 用于展示图片。 

内部框架 一种可以打开其他 URL 页面的容器组件。用软件开发的语言

来说，它又叫 iframe 容器。 

视频组件 支持播放 flv、f4v、mp4、m3u8 格式的视频。同时支持动态获

取外部播放地址，播放列表自动更新。 

下载控件 下载组件适用于下载服务器的指定位置的文件，也可以通过参

数，动态传入文件名再进行下载。 

胶片容器 一种类似胶片可以左右、循环一格一格地滑动的容器。该容器

可以具备多个单元格。 

轮播容器 用来动态显示多个内容的组件，可以设置内容显示切换的动态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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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图片轮播器 用于展示循环多张图片。 

Tips 容器 Tips 容器适用于将隐藏的内容以弹窗的方式进行呈现的场景。 

样式组件 

矩形 用于布局的一种矩形图形框 

线条 用于布局的一种线性图形 

边框组件 类似于现有的“矩形”组件，可以用来构建图表组件的边框，

具有各种皮肤和动态效果，可以极大的提升页面的视觉效果。 

贝塞尔曲线 贝塞尔曲线组件可通过拖拽节点完成任意带有动画效果的曲

线。 

装饰 具备多个 2.5D 效果的装饰组件，可以极大的提升页面的视觉

效果。 

矢量图标 矢量图片适用于展示 LOGO 图标，提供内置大量的 SVG 矢量

图标，用户可直接选用。 

 

步骤 2 基础组件的基础信息比较相似，我们以”下拉列表”组件为例进行设置。 

 

 

表5-2 下拉列表基础信息设置 

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组件 ID 组件内部标识符。 系统自动生成，不能修改。 

名称 标示该组件在页面上的名

称。 

在文本框中输入名称，长度范围为 1～64

个字符。 

默认值 设置拉列表的默认选中标题 在文本框中输入下拉列表中的选项标题

或者选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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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自定义选

项 

设置下拉列表的标题、选项

值等。 单击 ，进入“自定义选项”界

面，在此界面设置复选框相关信息。设置

方法如下： 

1. 单击“ ”，新增选

项值。 

2. 设置参数信息。 

 默认：勾选“ ”，设置默认展示此选

项。 

 标题：在文本框中输入新增选项名称。 

 选项值：新增选项对应的值。 

 删除：单击“ ”，删除设置的选项。 

 如果下拉列表绑定了数据模型，需设置

查询结果放置位置。 

 查询结果覆盖自定义选项：加载数据模

型查询选项时，覆盖上一次下拉列表

框内所有的选项，包括自定义选型。 

 查询结果追加到自定义选项后：加载数

据模型查询选项时，只覆盖上一次加

载的数据模型查询选项，自定义选项

保留。 

说明 

如果自定义选项和数据模型查询选项有重复

ID 或名称，不做合并处理。 

默认全部 指示下拉列表第一个选项为

全选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开启 

 关闭 

全部内容

显示 

全选选项显示的文字内容。 在输入框中输入文本。 

可输入 下拉列表允许输入内容。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联想 下拉列表支持对输入内容的

模糊查询。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大小写敏

感 

查询的内容是否区分大小

写。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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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多选 下拉列表是否支持多选。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强制 组件初始化时是否触发“内容

变化”事件。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页面初始化时，触发组件配置的

“内容变化”事件。 

 关闭 

分页加载 下拉列表是否支持以固定个

数分批加载选项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单页记录

数 

开启分页加载后，下拉列表

分批加载选项的个数 

在文本框中输入 5-100 之间的整数 

字体颜色 指示描述数据的字体颜色。 在文本框中输入色号，或者在颜色选择框

中选择颜色。 

字体大小 指示描述数据的字体大小。 在文本框中输入表示字体大小的数字，取

值范围为 1～99 的正整数。 

单位：px 

字体粗细 指示描述数据的字体粗细。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正常 

 加粗 

字体对齐 设置组件中文字对齐方式。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左对齐 

 居中 

 右对齐 

背景颜色 组件区域的背景填充颜色。 在文本框中输入色号，或者在颜色选择框

中选择颜色。 

背景图片 指示该组件是否使用图片填

充背景。 

单击“上传”选择图片。如果对选择的图片

不满意，可单击“上传”右边的“清除”进行

图片清除。 

说明 

存在背景图片时才可使用“清除”。 

边框颜色 组件的边框颜色。 在文本框中输入色号，或者在颜色选择框

中选择颜色。 

边框粗细 组件的边框粗细。 在文本框中输入表示边框粗细级别的数

字，取值范围为 0～256 的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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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单位：px 

延迟加载 
指示该组件是否在页面打开

是进行数据加载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可用 指示该组件是否可用。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可用 

 不可用 

显示 指示该组件是否隐藏。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显示 

 不显示 

Tips 指示鼠标进入该组件时的提

示信息。 

在文本框中输入提示信息内容。 

刷新频率 指示该组件刷新数据的频率 

设置步骤： 

1. 在输入框中输入间隔时间并在时间单

位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单位。 

说明 

时间取值范围为 0–999。 

2. 通过单击 增加或减少时间，并在时间

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单位。 

w 组件的宽度，按像素计算。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x 值与 8100

差值的正整数。 

h 组件的高度，按像素计算。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y 值与 8100

差值的正整数。 

x 组件在页面中的横坐标值。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w 值与 8100

差值的正整数。 

y 组件在页面中的纵坐标值。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h 值与 8100

差值的正整数。 

 

对各组件的详细使用介绍，请参考独立的组件描述章节。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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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图表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图表组件栏中，将任意组件拖拽到页面设计区。 

 

 

表5-3 图表组件简介表 

组件名称 功能 

柱状/直方 

柱状图 以长方形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

高度不等的纵向条纹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用来比较两个或

以上的价值（不同时间或者不同条件），主要用于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 

2.5D 柱状图 以长方体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

高度不等的纵向条纹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用来比较两个或

以上的价值（不同时间或者不同条件），主要用于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 

柱状堆积图 以长方形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

高度不等的纵向条纹通过堆积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主要用

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2.5D 柱状堆积图 以长方体的长度为变量的表达图形的统计报告图，由一系列

高度不等的纵向条纹通过堆积表示数据分布的情况，主要用

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条形图 排列在工作表的列或行中的数据可以绘制到条形图中。条形

图显示各个项目之间的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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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条形堆积图 排列在工作表的列或行中的数据可以绘制到条形图中。条形

图显示各个项目之间的比较情况。主要用于数据的统计和分

析。 

瀑布图 形似瀑布流水，此种图表采用绝对值与相对值结合的方式，

用于表达数个特定数值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 

环形柱状图 环形柱状图适用于将数据以环状的形式进行展示，属于柱状

图的一种。 

象形柱状图 象形柱状图适用于将数据以象形图标的方式呈现，属于柱状

图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混合图 折线图与柱状图相融合，对比多个维度的增减变化。 

2.5D 混合图 折线图与 2.5D 柱状图相融合，对比多个维度的增减变化。 

笛卡尔坐标系热力图 笛卡尔坐标系热力图是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存在多个不

同颜色深浅的几何图形。每个几何图形与坐标的对应关系，

类似于数轴上点与坐标的对应关系。 

多维条形图 多维条形图比传统条形图更直观的比较多个维度间度量的

差异。 

饼图/占比 

漏斗图 以漏斗形状显示总和等于 100%的数据。该图表是以 100%

的一部分表示数据的单序列图表，不使用边轴线来展示数值

大小。 

饼图 通过分割圆形，以不同颜色标记分割块来显示每一组数据。 

2.5D 饼图 通过分割圆形，以不同颜色标记分割块来显示每一组数据。 

南丁格尔玫瑰图 通过面积来表现不同项目的区别，一种色彩缤纷的图表形

式，让数据能够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嵌套饼图 是由一个圆环图和一个饼图嵌套组成的。 

仪表盘 模仿汽车速度表的一种图表，常用来反映预算完成率、收入

增长率等、比率性维度。 

环形图 环形图是由饼图挖去中间的部分所构成的图形，可显示多个

总体或样本各部分所占的相应比例 

嵌套层级饼图 嵌套层级饼图组件适用于对各种分类数据的统计结果以内

层饼图和外层圆环的方式进行展示。内层饼图和外层圆环分

别代表了不同的度量(效果与嵌套饼图相同)，也可内层饼图

与外层圆环分别是两种维度，这主要取决于选择维度和度量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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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进度条 进度条组件适用于对单个度量数据以进度条的方式进行整

体呈现。进度条采用分别对最大值和当前值赋值的方式，用

于完成率，占比类和进度类的业务场景。 

进度条组 进度条组组件适用于对多个度量数据以进度条的方式进行

整体呈现。进度条采用分别对最大值和当前值赋值的方式，

用于完成率，占比类和进度类的业务场景。 

水球图 水球图适用于对单个度量数据以水球的方式进行整体呈现。

水球图采用分别对最大值和当前值赋值的方式，适用于显示

各种进度情况或者占比情况。 

动态水球图 动态水球图组件适用于对单个度量数据以水球的方式进行

整体呈现。动态水球图采用分别对最大值和当前值赋值的方

式，用于完成率，占比类和进度类的业务场景。动态水球图

与普通水球图的区别在于，波浪晃动效果和在加载时明显的

液体上升的动画效果。 

折线/面积 

折线图 以折线的上升或下降来表示统计数量的增减变化的统计图。 

折线堆积图 以折线的上升或下降通过堆积来表示统计数量的增减变化

的统计图。 

面积图 面积图又称区域图，强调数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也可用

于引起人们对总值趋势的注意。 

例如，表示随时间而变化的利润的数据可以绘制在面积图中

以强调总利润。 

2.5D 面积图 面积图又称区域图，强调数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也可用

于引起人们对总值趋势的注意。 

例如，表示随时间而变化的利润的数据可以绘制在面积图中

以强调总利润。 

相比于面积图多了 2.5D 的立体效果。 

面积堆积图 是一种面积图，它将两个或多个数据序列堆积起来，显示部

分与整体的关系。 

表格 

统计表 统计表是一种用于展示多种维度和度量的组件，不仅拥有普

通表格的基本功能，如对表格的样式进行设置，对多列进行

排序，表格渲染，关键词搜索、导出表格等，同时还具有强

大的表格下钻能力，包括树形下钻和多列下钻。 

交叉表 交叉表是一种用于展示多种维度和度量的组件，利用交叉表

查询数据非常直观明了，不仅拥有普通表格的基本功能，如

对表格的样式进行设置，对多列进行排序，表格渲染，导出

表格等。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dd456698(v=vs.1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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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动态看板 动态看板组件适用于展现多个维度，多个度量的明细数据或

者统计结果数据。此组件支持根据一定条件进行数据筛选、

表格渲染，并动态刷新数据。 

高级图表 

雷达图 类似蜘蛛网状的统计图，可以同时对单个或者多个对象带的

不同性能进行比较。 

动态词云图 这种图和字符云图和相似，都是用来对文本中高频关键词予

以视觉上的突出，形成“关键词云层”或“关键词渲染”，

从而过滤掉大量的文本信息，使阅读者只要一眼扫过就可以

领略文本的主旨。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动态词云图有动态效

果。 

字符云 对文本中高频关键词予以视觉上的突出，形成“关键词云层”

或“关键词渲染”，从而过滤掉大量的文本信息，使阅读者

只要一眼扫过就可以领略文本的主旨。 

旭日图 这种图表的展示类似饼图，采用面积大小来体现权重值，采

用内外多层的环形结构用来体现数据节点之间的层级关系，

各层次数据的大小在图上一目了然，并结合下钻的功能，能

够很好的体现各层数据之间的权重关系 

填充气泡图 这种图表用来显示带层级的节点数据，每个节点都有一个权

重值，根据业务的不同，权重值具备不同的含义。每一个节

点，都会绘制一个气泡，而权重值会决定这个节点气泡的大

小；而节点之间的上下层关系则通过气泡与气泡之间的包含

关系来体现 

和弦图 主要用于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联系。两点之间的连线表示谁

和谁具有联系。线的粗细程度，节点半径大小，连线的数量

多少，以及源节点弧长占所在圆周长的比重均可表现该源节

点的权重值。而权重值通常代表了节点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源节点的目标节点数量等。 

力导向关系图 一种以力导向布局算法构建的用来呈现关系网络数据的可

视化图表，这种图可以根据实时状态自动完成很好的聚类，

方便地看出个体之间的亲疏关系。在二维空间里配置节点来

代表个体，相互之间用线连接，连接线代表各个节点之间的

关联性 。节点间的关系程度可以由权重值来反映 

大规模散点图 用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进而确定其关系拟合

的曲线类型。 

标准气泡图 是一个将点表示为气泡（或圆圈）的散点图，与 XY 散点图

类似，通过更改气泡的大小和颜色，按时间变化将气泡制成

动画视觉效果，能使数据探索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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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散点图 散点图组件通过大量大小，色彩饱和度不同的散点整体呈现

数据的分布情况，建议度量值数据多的情况才适合选择散点

图进行展示。 

 

步骤 2 图形组件的基础信息设置比较相似，此处以“柱状图”为例。 

 

 

表5-4 图形组件基础信息设置 

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组件 ID 组件在页面上的唯一标识符 系统自动生成，不能修改 

名称 标示该组件在页面上的名称。 
在文本框中输入名称，长度范围为

1～64 个字符。 

背景颜色 组件区域的背景填充颜色。 在输入框中输入色号，或者在颜色

选择框中选择颜色。 

边框颜色 组件的边框颜色。 在输入框中输入色号，或者在颜色

选择框中选择颜色。 

边框粗细 组件的边框粗细，可设置具体

的粗细程度。 

在输入框中输入表示边框粗细级别

的数字，取值范围为 0–256 的正整

数。 

单位：px 

延迟加载 指示该组件是否在页面打开时

进行数据加载。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开启 

 关闭 

可用 指示该组件是否可用。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可用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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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 设置方法 

显示 指示该组件是否隐藏。 在开关按钮中设置。 

 显示 

 不显示 

Tips 指示鼠标进入该组件时的提示

信息。 

在输入框中输入提示信息内容。 

刷新频率 指示该组件刷新数据的频率。 设置步骤： 

1. 在输入框中输入间隔时间并在

时间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

单位。 

说明 

时间取值范围为 0–999。 

2. 通过单击 增加或减少时间，并

在时间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时

间单位。 

w 组件的宽度，按像素计算。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0-7980 的正整数。 

h 组件的高度，按像素计算。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0-7980 的正整数。 

x 组件在页面中的横坐标值。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0-7980 的正整数。 

y 组件在页面中的纵坐标值。 在文本框中输入，取值范围为

0-7980 的正整数。 

 

对各组件的详细使用介绍，请参考独立的组件描述章节。 

----结束 

5.4.4 地图组件 

表5-5 地图组件简介表 

组件名称 功能 

迁移地图 用于展示某事务流动走向，例如，全国人口迁移走向。 

分布地图 用于展示某事务分布情况，例如，全国下雨量分布情况。 

标注地图 适用于通过经纬度标记在地图上的符号颜色深浅来分析各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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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功能 

热力地图 热力地图适用于有大量数据分布于全国，按色彩区域由深到浅的颜色

来表示数据的从大到小、集中到稀疏，通过高亮的形式显示，颜色越

深说明该地区的业务数据越大。 

SVG 地图 支持上传适量地图并添加图层，地图上以点、线、面的方式对数据进

行呈现。 

 

在地图组件栏中，将任意组件拖拽到页面设计区。 

 

 

对各组件的详细使用介绍，请参考独立的组件描述章节。 

5.4.5 3D 组件 

表5-6 3D 组件简介表 

组件名称 功能 

数字转盘 以转盘的形式呈现多维度的数据，支持多种皮肤和多种效果样式的配

置。 

3D 高斯地图 高斯地图组件是以热度柱体在地图上标注，随着时间轴在 3D 地图上

动态轮播的方式来呈现某一时间段内，某地区内热度信息变化。 

数据魔方 既可以作为装饰组件使用，也可以用于呈现维度数据，以 3D 的效果

展示多维度的数据。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5 页面设计器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49 

 

组件名称 功能 

3D 散点图 3D 散点图组件是以多个立方体或球体散落在空间直角坐标系图上的

方式对数据进行整体呈现。相较二维散点图而言，三维散点图具备从

多个维度的视角去呈现数据的能力，非常直观的表现出更多的数据特

征，进行全方位的可视化分析。 

多维柱状图 多维柱状图组件是以多个长方体分布在空间直角坐标系图上的方式对

数据进行整体呈现。相较二维柱状图而言，三维柱状图具备从多个维

度的视角去呈现数据的能力，非常直观的表现出更多的数据特征，进

行全方位的可视化分析。 

3D 地球 酷炫的 3D 地球，内置多种样式和支持多种效果配置。 

时间河流 以 3D 效果的方式展示时间流，既可以作为装饰组件，也可以用于呈

现大事件。 

立体标题 用立体方块美观展示标题的装饰组件。 

3D 容器 主要用来放置 3D 组件的容器组件 

3D 柱状图 实现在三维空间中绘制柱状图，可 3D 旋转、拖拽。支持设置入场动

画、出场动画和旋转动画。 

3D 山峰柱状

图 

实现在三维空间中绘制山峰柱状图，可 3D 旋转、拖拽。支持设置入

场动画、出场动画和旋转动画。 

3D 漏斗图 实现在三维空间中绘制漏斗图，可 3D 旋转、拖拽。支持设置入场动

画、出场动画和旋转动画。 

3D 饼图 实现在三维空间中绘制饼图，可 3D 旋转、拖拽。支持设置入场动画、

出场动画和旋转动画。 

3D 面积图 实现在三维空间中绘制面积图，可 3D 旋转、拖拽。支持设置入场动

画、出场动画和旋转动画。 

3D 底盘 既可以作为装饰使用、也可以用于呈现数据汇集，提供了三种节点，

球体、立方体和椎体，并且支持三种样式节点进行贴图生成不同的节

点样式。 

W3D 该组件用于引入 UE 产品的 W3D 模块配置好的场景在 UE 页面中进行

呈现，它是一个专有组件。 

 

在 3D 组件栏中，将任意组件拖拽到页面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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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组件的详细使用介绍，请参考独立的组件描述章节。 

5.4.6 业务组件 

5.4.6.6 如何生成业务组件 

操作步骤 

步骤 1 编辑好生成业务组件的页面，单击另存为图标 ，展开存储类型，如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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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存储类型展示图 

 

 

步骤 2 选择业务组件，弹出“另存为”窗口，如图 5-8 所示；在名称下输入名称，并单击图标

位置上传图片作为图标。 

图5-8 另存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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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确定，弹出提示框“字符云保存成功”窗口，如图 5-9 所示，单击“确定”。 

图5-9 字符云保存成功窗口 

 

 

步骤 4 查看业务组件。单击展开业务组件，可查看已保存的业务组件，如下图所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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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 如何使用业务组件 

单击展开业务组件，选中要使用的业务组件，将其拖动到画布中，调整组件位置，如下

图所示。 

 

 

5.5 组件列表管理 

方便统一对页面所有组件的显示、层次、名称进行管理和配置，如图 5-10 所示。当页

面内组件过多而导致覆盖时，可通过右侧组件管理对组件进行选中，配置。单击图标

可对画布中组件进行显示或隐藏操作，仅对编辑态有效，动态预览时组件不会消

失；双击鼠标可对组件进行重命名，单击某个组件表示选中该组件，选中后可对该组

件进行属性的设置。 

图5-10 组件列表管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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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页面编排 

5.6.1 拖拽式 

单击鼠标左键，直接拖动组件移动。 

5.6.2 对齐辅助线 

当拖动组件进行移动时，会自动出现对齐辅助线便于组件的排版，如下图所示。 

 

 

5.6.3 自适应分辨率设置 

页面分辨率设置位于页面设置中，如图 5-11 所示，打开适应分辨率开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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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页面设置窗口 

 

 

5.6.4 组件坐标大小设置 

组件坐标设置有两种方式，可在画布下方编辑区通过输入值来设置组件位置及组件的

宽、高。编辑区如下图所示，除了在编辑区设置，还能通过拖拽的方式对组件坐标及

大小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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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快捷键支持 

工具 快捷键 对应图标 功能描述 

回滚 Ctrl+z 
 

撤销上一步操作。 

前进 Ctrl+y 
 

恢复上一步操作。 

保存 Ctrl+s 
 

保存当前页面。 

复制 Ctrl+c 无 
复制选中的组件，且对当前页面中的组件有

效。 

粘贴 Ctrl+v 无 粘贴复制或剪切的组件，支持跨页面复制。 

全选 Ctrl+a 无 选中当前页面所有组件。 

剪切 Ctrl+x 无 将选中组件剪切，对当前页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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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属性管理区 

5.7.1 基础信息 

属性管理区位于画布右侧，其中包括基础信息管理，事件管理及组件列表管理。以文

本编辑为例，其基础信息管理详见图 5-12。 

属性名称 属性描述 

组件 ID 组件在页面上的唯一标识符 

名称 标示该组件在页面上的名称。 

holder 指示编辑框中提示信息内容。 

强制 文本框必须进行输入 

校验规则 设置文本框的校验规则，包括数字、邮箱、无 

违规提醒 设置输入未通过校验时的提示信息 

字体大小 指示数据描述的字体大小 

字体颜色 指示数据描述的字体颜色 

字体粗细 指示数据描述的字体粗细 

字体对齐 设置组件中文字对齐方式 

上下位置 设置组件中文字上下位置 

背景颜色 组件区域的背景填充颜色 

背景图片 指示该组件是否使用图片填充背景 

边框粗细 组件的边框粗细，可设置具体的粗细程度 

边框颜色 组件的边框颜色 

宽度 组件的宽度，按像素计算 

高度 组件的高度，按像素计算 

页面横坐标 组件在页面中的横坐标值 

页面纵坐标 组件在页面中的纵坐标值 

Tips 指示鼠标进入该组件时的提示信息 

显示 指示该组件是否隐藏 

可用 指示该组件是否可用 

刷新频率 指示该组件刷新数据的频率 

只读 指示该组件在运行态下是否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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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加载 指示该组件是否在页面打开时进行数据加载 

 

图5-12 基础信息管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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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事件管理 

事件管理详见下图，具体事件配置请参照事件配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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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配置 

6.1 数据模型选择 

主要用于组件绑定数据源。以饼图为例，单击饼图右上方设置按钮 ，如图 6-1 所

示，弹出模型设置框如图 6-2 所示。 

图6-1 数据模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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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模型设置窗口 

 

 

在数据配置页签下，单击下拉列表可选择数据源类型和对应的数据模型，如图 6-3 所

示，可滑动鼠标以查找所需数据源，也可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数据模型名称，回车进

行检索，选择好数据模型后，单击右侧预览数据可直接查看数据模型的数据，如图 6-4

所示,单击图标 可关闭数据预览框。 

图6-3 数据配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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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数据源数据查看窗口 

 

 

6.2 为组件选择维度或者度量 

6.2.1 总体介绍 

当选择好数据模型后，会将数据模型的维度、度量列举在各自区域中，直接拖动维度

度量到中间指定位置即可，如图 6-5 所示。每个图表或可绑定数据模型的组件可以选择

的维度度量数量不同，具体可参照组件使用介绍。 

图6-5 维度度量操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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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数据处理配置 

6.2.2.1 数据脱敏配置 

目前仅有统计表支持数据脱敏处理。在模型设置中，选中要进行脱敏的字段，单击其

后面的设置按钮，弹出数据处理窗口，如图 6-6 所示，可在属性屏蔽后设置屏蔽几位

数，被屏蔽内容以*代替，效果图如图 6-7 所示。 

图6-6 数据处理窗口 

 

 

图6-7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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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度量聚合设置 

在模型设置中，选中要设置聚合的度量，单击其后面的设置按钮，如图 6-8 所示，其中

聚合方式包括求和、求平均数、求最大值、总体标准偏差、样本标准偏差，总体方

差，样本方差。 

图6-8 度量设置界面 

 

 

6.2.2.3 数据格式转换 

在模型设置中，选中要设置数据转换的字段，单击其后面的设置按钮，单击“格式转

换”按钮，弹出数据格式转换窗口，如图 6-9 所示，度量数据转换包括：格式转换、数

量级转换、以及单位转换，这些都可以直接设置。图 6-10 所示，维度数据转换包括：

转义和自定义。如果转换类型选择自定义，在下方转换代码区域编写代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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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度量数据格式转换窗口 

 

 

图6-10 维度数据格式转换窗口 

 

 

6.2.2.4 数据排序设置 

打开模型设置页面，选中要进行排序的维度或度量，单击设置按钮，弹出数据处理窗

口，在属性排序后，单击下拉框，可设置排序方式为：升序、降序和无，以及自定

义。详见图 6-11 和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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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维度数据处理窗口 

 

 

图6-12 度量数据处理窗口 

 

6.2.2.5 表计算设置 

若原始数据无法满足分析需求，可以使用表计算功能对同行的数据进行简单的计算处

理。 

打开模型设置页面，选中要进行排序的维度或度量，单击设置按钮，弹出数据处理窗

口，单击下拉列表选择合适的计算方式。（支持差异计算、百分比计算、差异百分比计

算、总额百分比计算、累计及排名，同比和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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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差异百分比 

差异（百分比）计算是指分组中某一项与其前 N 项或者后 N 项，N 大于等于 1 

的差异（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是分组中某一项与其前一项的比值，并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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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百分比 

总额百分比是分组中某一项占它所在分组中总额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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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和 

累积和是分组中某一项与其前面的所有项的总和。 

 

同比值/率 

同比一般情况下是今年第 n 月与去年第 n 月比。使用同比主要是为了消除季节变动的影

响，用以说明本统计周期数据与去年同期数据相比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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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值/率 

环比一般情况下是今年第 n 月与今年第 n-1 月比。环比是本期统计数据与上期统计数据

比较，用以说明本统计周期数据与前一统计周期数据相比的变化量。 

 

6.2.3 移除维度和度量 

在维度/度量后的区域中可查看已绑定的字段，如图 6-13 所示，单击要移除的字段的设

置按钮，在数据设置窗口中有个移除按钮，如图 6-14 所示，单击移除即可将该字段从

维度/度量中移除。 

说明：也可以直接将绑定“维度”或“度量”拖动到空白区域 

图6-13 已绑定字段查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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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数据设置窗口 

 

 

6.3 条件过滤配置 

单击条件设置，切换至条件设置窗口，如图 6-15 所示，单击倒三角可选择条件字段，

设置好条件后，单击后面添加按钮，在下方空白处出现该条件则表示该条件设置成

功。要删除某个条件，则选中该条件后单击删除按钮。在条件设置中下方“返回记录

条数”可设置图表组件显示前 N 条数据。配置完所有条件后，单击确定即可关闭该弹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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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条件设置窗口 

 

 

示例 1：查看西南地区的商品销售数量。 

步骤 2 在画布中拖入组件表格，单击设置按钮，进入模型设置页面，绑定数据源，如下图所

示。 

 

 

步骤 3 单击条件设置，设置条件为“地区==西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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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编辑页面，单击动态预览，查看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6.4 系统变量数据筛选 

在基础管理子系统中存储所有账号相关信息，其中的用户名，用户名 ID、部门名称和

部门 ID 信息作为 UE 的系统变量。用户可在模型设置的条件筛选界面勾选页面选项选

择相应的系统变量作为条件变量值，进行数据筛选，查看与用户所属权限相匹配的数据。 

系统变量： 

 用户名   

 用户 ID 

 部门名 

 部门 ID 

 部门 ID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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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以表格为例介绍通过系统变量筛选数据的用法。 

6.4.2 前置条件 

图6-16 基础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帐号信息 

 

 

图6-17 基础管理信息中的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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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测试部的子级部门有“测试子部门 1”，“测试子部门 2”和“测试子部门 3”。 

 “测试子部门 3”的子级部门有“测试子部门 1 的子部门”。 

6.4.3 示例 1 系统变量用户名 

6.4.3.6 示例场景  

查看系统当前登录帐号用户名的所属信息。 

6.4.3.7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系统管理员”帐号登录系统。 

步骤 2 在画布中拖入组件表格，单击设置按钮，进入模型设置页面，绑定数据源，如下图所

示。 

图6-18 维度度量操作界面 

 

 

步骤 3 单击条件设置，切换至条件设置界面。 

步骤 4 选择条件字段名“user_name”。 

步骤 5 选择条件符号“==”。 

步骤 6 勾选页面选项。 

步骤 7 选择系统变量的“用户名”。 

步骤 8 单击添加。详细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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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条件设置添加系统变量操作界面 

 

 

步骤 9 单击度量/维度，切换至度量/维度界面。 

步骤 10 单击预览。查看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图6-20 示例效果图 

 

 

6.4.4 示例 2 系统变量部门 ID 

6.4.4.8 示例场景  

查看系统当前登录帐号用户名的所属部门的帐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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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9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TEST”帐号登录系统，该帐号的所属部门是“UE 测试 1”。 

步骤 2 在画布中拖入组件表格，单击设置按钮，进入模型设置页面，绑定数据源，如下图所

示。 

图6-21 维度度量操作界面 

 

 

步骤 3 单击条件设置，切换至条件设置界面。 

步骤 4 选择条件字段名“department_id”。 

步骤 5 选择条件符号“==”。 

步骤 6 勾选页面选项。 

步骤 7 选择系统变量的“部门 ID”。 

步骤 8 单击添加。详细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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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条件设置添加系统变量操作界面 

 

 

步骤 9 单击度量\维度，切换至度量\维度界面。 

步骤 10 单击预览。查看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说明 

当前登录帐号是属于 UE 测试 1，经过系统变量“部门 ID”筛选后，表格中仅显示所属部门为“UE

测试 1”的帐号相关信息。 

 

6.4.5 示例 3 系统变量部门 ID 集合 

6.4.5.10 示例场景  

查看系统当前登录帐号用户名的所属部门以及子部门的帐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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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11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TEST”帐号登录系统，该帐号的所属部门是“UE 测试 1”。 

步骤 2 在画布中拖入组件表格，单击设置按钮，进入模型设置页面，绑定数据源，如下图所

示。 

图6-23 维度度量操作界面 

 

 

步骤 3 单击条件设置，切换至条件设置界面。 

步骤 4 选择条件字段名“department_id”。 

步骤 5 选择条件符号“in”。 

步骤 6 勾选页面选项。 

步骤 7 选择系统变量的“部门 ID 集合”。 

步骤 8 单击添加。详细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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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条件设置添加系统变量操作界面 

 

 

步骤 9 单击度量\维度，切换至度量\维度界面。 

步骤 10 单击预览。查看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图6-25 示例效果图 

 

 

说明 

当前登录帐号是属于 UE 测试 1，经过系统变量“部门 ID 集合”筛选后，表格中仅显示所属部门

为“UE 测试 1”、“UE 测试 1 子部门”的帐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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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图表属性配置 

在模型设置中，可见右侧的图表属性配置设置，其中包括基础设置，图例配置，数据

标签设置，X 轴配置，Y 轴配置，工具，色系等。图 6-26 为饼图的属性配置。 

图6-26 饼图的属性配置页面 

 

 

6.6 效果预览 

在模型设置中，配置好数据源及图表属性后，可直接单击预览图表 ，对图

表进行效果预览。 

示例 1：统计各地区办公用品的销售占比。 

步骤 1 在画布中拖入组件饼图，单击设置按钮，进入模型设置页面，绑定数据源，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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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条件设置，设置条件为“类别==办公用品”，如下图所示。 

 

 

步骤 3 单击“度量\维度”，单击预览，查看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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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件配置 

关于本章 

本章描述内容如下表所示。 

标题 内容 

事件配置基础介绍 介绍可视化平台事件配置相关的概念 

事件动作介绍 详细介绍联动、跳转、弹出窗口和关闭窗口几个事件

动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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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事件管理概述 

7.1.1 打开事件管理 

此章节我们描述如何打开事件管理窗口，以便为一个组件新建或者设置事件。 

步骤 1 在SDC UE设计器的画布中，选择想要为其设置事件的组件。这时设计器右边的操作栏

会同步更新。 

 

步骤 2 在右边操作栏上选择“事件”菜单，弹出如下图所示的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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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一个事件，然后点击该事件后面的设置按钮，系统进入弹出一个事件管理面板。 

 

 

步骤 4 ---结束--- 

7.1.2 事件动作列表管理 

一个事件，可以同时支持多个不同的事件动作，比如：联动、跳转、弹窗，并且相同的

动作也可以执行多次，实现同一个事件响应多种动作，影响多个其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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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设置”面板上，支持对事件动作进行：新增、删除、复制、修改、排序、折叠、

展开操作。 

 

 

7.1.3 清除事件 

步骤 1 选择想要清除事件的组件，然后在右边的事件列表中选择想要清除的事件类型，如

“鼠标左键单击”；点击该事件右边的 按钮，就可以清除对该事件的所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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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清除事件后，事件右边会变为 。 

---结束--- 

7.2 基础概念介绍 

 

7.2.1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描述 备注 

鼠标左键单击 当你用鼠标左键单击某个控件所在区域

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 

几乎所有组件 

鼠标左键双击 当你用鼠标左键双击（连续单击两次）

某个控件所在区域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

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鼠标划过控件 当你用鼠标的指针划过（进入然后移出）

某个控件所在区域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

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鼠标进入控件 当鼠标的指针刚刚进入某个控件所在区

域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只在刚进入

时触发，进入之后不会再触发。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鼠标移出控件 当鼠标的指针刚刚移出某个控件所在区

域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只在刚移出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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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触发，移出之后不会再触发。 表组件 

控件初始化 组件开始实例化的事件，也即是组件刚

刚开始初始化的事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数据开始加载 绑定到组件的数据模型，发起数据查询

请求的事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数据加载完成 绑定到组件的数据模型，数据查询完成

后并将数据加载到组件内容中后的事

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渲染完成 组件实例化完成后，在页面中渲染显示

完成的事件。 

大部分基础组件和图

表组件 

图例单击事件 当你用鼠标左键单击图表、矢量地图等

组件的图例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 

普通图表、矢量地图 

内容变化 当某个组件的文字内容发生改变之后，

不管是手动改变还是其他来源改变，都

会触发该事件。 

存在文字内容的相关

组件 

选中 对于表格、单选、多选等可以选择的组

件，当对他们的某个内容或者某个值进

行选中的时候，会触发该事件。 

表格、单选组、复选框、

下拉列表、时间组件等 

行单击 当用鼠标左键单击表格中的某一行时会

触发该事件。 

表格组件 

行双击 当用鼠标左键连续双击表格中的某一行

时会触发该事件。 

表格组件 

单元格单击 当用鼠标左键单击表格中某一行的某个

单元格时会触发该事件。 

表格组件 

获得焦点 对于文本框组件，当鼠标的光标进入到

该组件内时。 

文本框 

失去焦点 对于文本框组件，当鼠标的光标移出该

组件时。 

文本框 

取消选中 与“选中”相反，对于表格、单选、多

选等可以选择的组件，当对他们中某个

已经选中的内容或者值进行取消的时候

会触发该事件。 

单选、复选 

树节点折叠 当树组件的某个节点被折叠时产生的事

件。 

树组件 

树节点展开 当树组件的某个节点被展开时产生的事

件。 

树组件 

页签显示 当 Tab 组件的某个页签被显示的时候。 Tab 组件 

页签隐藏 当 Tab 组件的某个页签被隐藏的时候。 Tab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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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动作类型 

动作类型的意思是，当发生了某个事件之后，通过这个事件需要去进行的动作。比如，

去联动其他的组件，还是跳转页面，还是弹出窗口等等。 

 

当前支持的事件动作类型为： 

事件名称 事件描述 备注 

联动 即为某个组件的事件发生后，可以联合其他组

件也产生一些动作，将相关参数传递给这些组

件，然后设置这些组件的值，或者刷新这些组

件的数据等。 

 

跳转 即为某个组件的事件发生后，可以跳转到一个

新的页面，这个新的页面可以是在当前页面直

接打开，也可以是重新新建页签或者浏览器。

跳转过程中，可以将当前页面的一些参数传递

给新的页面，并实现联动刷新该新页面上的相

关组件的数据。 

普通图表 

弹出窗口 即为某个组件的事件发生后，可以在当前页面

弹出一个设定好的对话框弹出窗口，并可以设

置这个窗口的相关样式。这个窗口的内容可以

是一个单个组件，也可以是一个容器（包含多

个组件）。 

普通图表 

关闭窗口 即为某个组件的事件发生后，如果有已经弹出

的窗口，则可以通过窗口 ID 关闭该窗口。 

普通图表 

服务调用 暂不支持  

页面联动 即为某个组件的事件发生后，可以联动当前工

程的其他页面实现参数传递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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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题/模板管理 

8.1 总体介绍 

对系统内的主题或者模板进行分类、搜索、重新分类等管理。 

 

 

8.2 搜索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布局/主题菜单，单击“模板”页签。 

步骤 2 在左上角搜索输入框 中输入想要搜索的关

键字。例如，输入“销售”。 

步骤 3 单击 或“Enter”，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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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清除输入的内容再单击 或“Enter”，则展示选择的文件分类下全部的模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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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背景管理 

9.1 总体介绍 

上传背景以及对背景进行管理，供报表使用。 

 

 

9.2 背景管理 

9.2.1 上传背景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布局/主题菜单，单击“背景”页签。 

步骤 2 在左上角单击 ，选择客户端本地图片即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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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重命名背景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需要重命名的背景，单击 ，则弹出“重命名”窗口，如

下图所示： 

 

 

步骤 2 重新输入名称，单击“确定”，重命名成功。 

----结束 

9.3 搜索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模板/主题菜单，单击“背景”页签。 

步骤 2 在右上角搜索输入框 中输入想要搜

索的关键字。例如，输入“背景”。 

步骤 3 单击 或是回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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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清除输入的内容单击 或是回车，则展示所有的背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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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源管理 

10.1 总体概述 

该功能主要实现数据源的添加、删除、修改操作；目前系统支持多种类型的数据库的数

据源添加操作，支持主流的关系型数据库（Oracle、Mysql、DB2、PG、SqlServer、国

产神通、达梦、金仓）以及 Transwarp Inceptor、Hive 的数据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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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图 

 

10.2 新建数据源 

10.2.1 新建数据库数据源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添加不同类型数据库作为数据源。

数据库数据源支持：MySql、Oracle、Postgres、Microsoft SQLServer、IBM DB2、Hadoop 

Hive，Transwarp Inceptor,DM, KingbaseES，GBASE8a，GBASE8t，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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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点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进入数据库

数据源界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单击 ，选择相应的数据库类型，如下图所示： 

 

步骤 3 单击按钮下一步，填写数据库相关信息,如想返回上一步进行修改，可单击按钮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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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下一步，系统自动测试验证配置正确性，测试成功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成功添

加数据库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结束 

说明： 

这里的连接名是数据模型（即数据源）的连接名。一个连接名下可以有多个文件分组，一个文件

分组下可有多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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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新建文件数据源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上传数据文件作为数据源。(文

件格式仅支持 csv,xlsx,xls。)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再单击顶

部 进入文件数据源界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单击 ，打开新建数据源页面。拖入文件或单击“点击上传”文件，如下图所示。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10 数据源管理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101 

 

步骤 3 文件上传成功后自动进入下一步，展示已上传的文件内容，对文件的字段类型不正确

的可以进行修改 

 

----结束 

10.2.3 接口数据源 

10.2.3.1 通用接口 

操作说明 

通过通用接口，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可以在界面上对接 restful API，通过调

整界面上的请求配置参数，自动解析 API 的接口结构并构筑成模型。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数据源，选择上方的“接

口数据源”页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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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默认是“通用接口”，此时单击 ，添加一个接口数据源。 

 

步骤 3 新加通用接口数据源后，可以建立接口模型，具体步骤请参考 11.2.3.1 通用接口。 

---结束 

10.2.3.2 定制接口 

操作说明 

通过定制接口，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可以在界面上配置定制接口的适配包信

息和对应的接口地址等信息，来实现接口对接。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陆 SDC UE 平台，选择“我的数据 > 接口数据源”页签。在左上角下拉列表里选择

“定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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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点击添加图标 ，输入添加的数据源名称，点击添加。 

 

步骤 3 在左侧列表中新添加的接口数据源名称右侧，点击添加图标，添加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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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输入添加的接口的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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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接口名称：对接的 UE 侧接口名称别名，允许输入中文。 

 接口地址：“对端”的 URL 地址。 

 方法名称：UE 侧定制的方法名称，由 UE 侧后端开发人员提供并写入。 

 方法地址：UE 侧定制的方法地址，由 UE 侧后端开发人员提供并写入。 

---结束 

10.2.4 实时数据源 

10.2.4.3 实时数据库数据源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添加数据库作为实时数据源。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数据源，选择上方的“实时

数据源”页签，下拉列表中选择“SQL”，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单击 ，选择相应的数据库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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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按钮下一步，填写数据库相关信息,如想返回上一步进行修改，可单击按钮上一步 

 

步骤 4 单击按钮下一步，系统自动测试验证配置正确性，测试成功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成

功添加数据库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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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0.2.4.4 实时接口数据源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选择上方的“实

时数据源”页签，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定时获取（定制接口）”，可以看到已添加的实时

接口数据源信息，如下所示。接口连接信息同样支持添加和修改，接口的配置方式和定

制接口一致，请参考 10.2.3.2 定制接口。 

 

10.3 修改与删除数据源 

10.3.1 修改数据源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修改数据源配置信息，包括连接

名、IP 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Oracle 还可以修改连接类型、服务名或 SID；DB2

与 PG、SqlServer 还可以修改初始数据库；Hive 还可以修改元数据端口、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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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选中需要修改的数据源，

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鼠标放置在 图标上，在弹出的操作列表上，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弹出修改界面，

如下图所示 

 

步骤 3 修改数据源页面，填写修改后的信息，单击“下一步”，系统会测试数据源信息是否

正确，测试成功后会返回“测试成功”，再单击“保存”修改数据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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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0.3.2 文件数据源追加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对已有的文件数据源追加或修改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选择“文

件数据源”页签，选择需要追加数据的文件数据源，鼠标放置 图标上，弹出的操作

列表是上单击“追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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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弹窗中拖入要上传的数据文件或者点击“点击上传”上传要追加的数据文件进行上

传。 

 

步骤 3 系统会将匹配的数据展示，用户可以选择是否重新导入/覆盖已有数据，或者追加新的

数据。如果选择追加导入，则不会覆盖已有的数据行，仅添加与原数据对比后新增的

数据。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10 数据源管理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111 

 

 

----结束 

10.3.3 删除数据源 

操作说明 

通过该操作，用户可在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删除不需要的数据源。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SDC UE 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数据源，选择需要删除的数据

源 ，鼠标放置 图标上，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单击操作列表上的“删除”即在弹窗中确认删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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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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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型管理 

11.1 总体概述 

模型管理模块能够帮助用户对数据源表中的数据进行关联、抽取、筛选等，创建用户所

需要的模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模块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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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建模型 

11.2.1 图形化建模 

操作说明 

用户能够选取不同数据源，对不同数据源进行建模操作，同时支持同一数据源下跨库/

跨用户/跨模式的多表关联建模，流程如下： 

 

操作步骤 

步骤 1 已经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数据源，再选择需要建模

的数据源，点击普通建模按钮，选择“图形化统计数据建模”或者点击创建模型按钮，

选择图形化统计数据建模下的普通建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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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图形化建模包含了图形化统计数据建模和图形化明细数据建模，两种建模方式一

样，区别是图形化统计数据建模会对数据做聚合，图形化明细数据建模不会对数

据做聚合处理 

 

步骤 2 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下面的数据表列表中选中需要建模的数据表，拖

动第一张表至建模界面,如图所示： 

 

步骤 3 拖动列表中表至右侧模型编辑框，拖动第二张表至想要关联的表上方，然后选择关联

方式及关联条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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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数据列表界面除了能够选择表外，还支持选择视图进行关联 

2. 用户也能够在左侧单击”自定义 sql”按钮，然后通过编写 sql语句查询数据，并关

联，如图所示： 

 

步骤 4 在建模界面中，可以对模型中的字段进行如下系列操作： 

 视图切换：数据视图展示表关联后的数据内容，结构视图展示表关联后的字段信息。 

数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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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视图 

 

 字段隐藏：通过设置字段隐藏，模型中可只保存用户所需的字段及数据，被隐藏字

段及数据不被保存。如图所示，选择要隐藏的字段，勾选是否隐藏复选框进行隐藏

操作 

 

 显示隐藏字段：通过设置字段显示隐藏，可查看已被隐藏字段，且通过取消隐藏方

式，再次正常显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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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N 行显示：通过设置前 N 行显示，可减少页面预览数据量，最大显示 100 行，

最小显示 1 行。点击“点击预览”可以预览数据，如图所示：. 

 

 字段重命名：通过单击字段，下拉选择“重命名”，可修改字段名为用户所需名称。 

 

 显示别名：勾选“显示别名”，字段名称将展示用户重命名后的名称，取消勾选重

新展示字段名称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11 模型管理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119 

 

 

 创建计算配置：用户单击“创建计算配置”，弹出“新建计算字段”的页面，如下

图所示。用户可以对表里面的字段进行一系列的运算逻辑从而衍生出新的字段，可

以通过计算字段功能来完成聚合运算、算术运算、逻辑运算、类型转换、分支判断、

时间精度截断等，还能用它实现简单的数据清洗 

 

进入新建计算字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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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计算字段相关函数 

 

单击保存后，会在数据视图中生成已命名的计算字段，如图所示： 

 

 数据筛选：通过新增数据筛选，可剔除不需要的数据，筛选出有价值的结果。用户

单击数据筛选按钮，在弹出界面中，选择要筛选的字段和条件，单击，添加-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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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如图所示，筛选出所有 flow_id = 320213000000 的值 

 

 维度度量转换：通过维度度量转换，改变用户分析所需的字段类型 

注意： 

系统只支持度量转维度，不支持维度转度量 

用户在结构视图界面，选择某一个度量，右击鼠标单击选择“转换为维度”，转换

后，该字段在创建计算配置时不会再被过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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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保存”或者另存为按钮，选择模型分组或者新增模型分组，保存当前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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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原生 sql 建模 

操作说明 

用户能够选取不同数据源，对不同数据源，不同类型的数据直接编写 SQL 语句进行查

询建模操作，同时支持同一数据源下跨库/跨用户/跨模式的多表关联建模。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数据源，再选择需要建模的数

据源，点击普通建模按钮，选择“SQL 语句建模”或者切换到“SQL 语句建模”页签下，

点击“创建模型”按钮，进入 SQL 创建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选择数据源，所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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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 SQL 编辑框，编写需要建模的 SQL 语句，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1. 原生 SQL 查询语句编写时，相关 SQL 语法请参照选择的数据库类型来编写； 

2. SQL 查询支持跨模式查询，在跨模式查询询需要在表的前面加上模式名称（如果查

询当前模式下表的表则不需要带上模式名），模式具体说明见步骤 3 操作说明。 

步骤 4 执行 SQL 查询语句，并预览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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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保存”或另存为按钮，选择保存分组，保存 SQL 创建模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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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接口数据源 

11.2.3.1 通用接口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再选择需要建模的

通用接口数据源，点击“新建模型”按钮，进入通用接口自动解析页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在新建通用接口模型页签配置对应的请求方式、接口地址、请求参数等配置项后，点击

测试来获取接口响应信息。 

 

步骤 3 点击“自动生成解析规则”，将自动生成模型的字段和对应的字段解析规则。可以在下

方微调字段的属性和规则，或者添加别名。也可以删除多余的接口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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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点击“模型数据”可以切换并预览目前返回的响应时获取的接口数据所构成的模型。 

 

步骤 5 点击上方的保存按钮，完成通用接口模型的构建。 

----结束 

11.2.3.2 定制接口 

步骤 1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再选择需要建模的

定制接口数据源，点击“新建模型”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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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点击“添加字段”来添加该模型下的接口传输过来以供使用数据的字段。在弹出窗中

点击添加图标。输入参数名称，在下拉框里选择该参数字段的数据类型，点击确认。 

 

步骤 3 点击“参数设置”，来配置接口输入参数。这里配置的参数和对接接口的请求参数要

一致 

 

步骤 4 点击测试可以预览数据，点击保存，完成模型的配置。该模型就能在 UE 配置设计界面

上供组件绑定使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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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实时数据模型 

11.2.4.3 数据库数据源模型 

操作说明 

用户能够选取不同数据源，对不同数据源，不同类型的数据通过直接编写 SQL 语句进

行查询建模操作，同时支持同一数据源下跨库/跨用户/跨模式的多表关联建模。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数据源，再选择需要建模的数

据源，点击创建模型按钮，进入实时数据库数据源创建模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在 SQL 编辑框，编写需要建模的 SQL 语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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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原生 SQL 查询语句编写时，相关 SQL 语法请参照选择的数据库类型来编写； 

2. SQL 查询支持跨模式查询，在跨模式查询需要在表的前面加上模式名称（如果查询

当前模式下表的表则不需要带上模式名），模式具体说明见原生 SQL 建模的步骤 3

操作说明。 

步骤 3 点击“执行”则执行一次 SQL 模型，并将执行结果进行展示，如下图： 

 

步骤 4 点击“参数设置”弹出参数设置的弹框，设置 SQL 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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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点击 ，则在鼠标光标的位置显示选择的参数名称。 

 

步骤 6 点击“调度规则”，则弹出“调度规则”的弹窗，用于设置间隔多久时间执行一次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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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单击”保存”或者另存为按钮，选择保存分组，保存 SQL 创建模型。 

----结束 

11.2.4.4 定时获取（定制接口） 

操作步骤 

配置方式参考 11.2.3.2 定制接口的模型构筑，此外主动获取的实时接口模型多了调度规

则的配置，如下图： 

 

----结束 

11.2.4.5 定时获取（通用接口） 

操作步骤 

配置方式参考 11.2.3.2 定制接口的模型构筑，此外主动获取的实时接口模型多了调度规

则的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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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1.2.4.6 被动接收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大数据可视化软件SDC UE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我的数据，再选择需要建模的

数据源，点击实时数据源页签，选择接口类型“被动接收”，点击“新建模型”进入实

时数据源被动接收模型创建页面，如下图所示： 

 

步骤 2 点击“添加字段”，弹出添加字段弹框，在弹出窗中点击添加图标。输入参数名称，

在下拉框里选择该参数字段的数据类型，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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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点击保存，完成模型的配置。该模型就能在 UE 配置设计界面上供组件绑定使用。 

----结束 

11.3 删除模型 

操作说明 

删除已经保存的模型 

操作步骤 

在模型管理界面中，单击某一个已经被添加的数据源，右侧显示该数据源列表下的所有

模型，单击模型右下方的删除图标按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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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修改模型 

操作说明 

用户对已经保存过的模型，进行查看和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模型管理界面中，单击某一个已经被添加的数据源，右侧显示该数据源列表下的所

有模型，单击想要修改的模型，如图所示。 

 

步骤 2 在模型回显页面中，可对模型进行修改，然后再次保存或者另存为。 

 

----结束 

11.5 重命名模型 

在模型管理界面中，单击某一个已经被添加的数据源，右侧显示该数据源列表下的所有

模型，鼠标移入想要重命名的模型，点击“重命名”图标，模型名称展示可编辑状态，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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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模型新名称后，鼠标移出编辑框单击，模型修改成功。 

11.6 模型分组管理 

11.6.1 模型授权 

操作说明 

用户对已经创建的模型分组，单击授权，被授权用户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可查看到被授

予的所有模型 

操作步骤 

步骤 1 用户选择需要授权的模型分组，单击右侧“授权”按钮： 

 

步骤 2 用户可选择部门/角色/分组/账号进行授权，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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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完成后，被授权账户登录后，在可视化“工程管理”模块中，进行图表分析时，即

可看到被授权的所有模型。 

----结束 

11.6.2 分组重命名 

操作说明 

用户通过重命名分组，能够重新命名分组名称。 

操作步骤 

用户单击数据源，查看右侧所有的分组模型，单击需要重命名的分组右侧的重命名图标，

分组名称出现可编辑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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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框中输入分组名称后，鼠标移出输入框外单击，分组重命名成功。 

12 授权管理 

12.1 总体介绍 

对发布出来的报表进行管理，可按照部门、角色、用户组、用户四种方式单独或者组合

进行授权查看。 

12.2 作品（工程）分类 

12.2.1 新建分类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授权管理菜单，单击 ，则弹出新建分类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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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输入文件夹名称，如“演示工程文件”。单击“确定”，保存成功，如下图所示： 

 

----结束 

12.2.2 重命名分类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需要重命名的分类文件夹，鼠标放置在 图标上，弹出的操作列表中点击“重命

名”，则名称变为可编辑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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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重新输入文件夹名称，单击空白处，自动保存。 

----结束 

12.2.3 报表移动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需要移动的工程，单击 图标，则弹出所有的文件夹，如下图所

示： 

 



可视化平台 UE 基础操作指南 12 授权管理 

 

文档版本 01(2019-06-18)  141 

 

 

 

步骤 2 选择移动到的文件夹，单击“确定”，移动成功。 

----结束 

12.3 工程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需要授权的工程，单击 图标，则弹出授权窗口，支持按照部门、角色、分

组或者账号进行授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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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直接在右侧选择需要授权的部门、角色、分组或者账号，单击进行授权。 

----结束 

12.4 删除 

12.4.1 删除作品（工程）分类 

选中需要删除的分类，鼠标放置在 图标上，在弹出的操作列表上点击“删除”，则删

除分类文件夹。 

 

 
只能删除空文件夹，如分类文件夹下存在工程，则需要将工程移动到其他分类文件夹或者先删除

文件夹下的工程再删除分类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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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删除作品（工程） 

选中需要删除的作品，单击 图标，则删除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