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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visuals/docs/latest/concepts/migrating-to-versioned-api-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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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嵌入报表
 操作方法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服务器基本信息

 为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管理报表服务器中的内容
 为报表服务器创建分页报表
 使用 KPI
 通过 OData 源访问共享数据集
 配置计划刷新
 向报表添加注释

 面向管理员的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告服务器
 查找产品密钥
 升级报表服务器
 迁移报告服务器
 配置 Kerberos 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
 远程配置移动应用访问
 主机 Excel 工作簿

 参考
 REST API
 WMI
 SOAP API
 URL 访问
 扩展

 资源
 容量规划白皮书

 网关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网关？
 教程

 连接到 SQL Server 数据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


 概念
 部署数据网关指南
 本地数据网关常见问题

 操作方法
 安装网关
 管理网关
 管理企业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企业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企业数据源 - SQL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企业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合并本地和云数据源
 使用 Kerberos 进行单一登录 (SSO)
 配置代理设置
 本地数据网关的高可用性群集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型)
 自定义连接器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查

 管理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管理？
 快速入门

 购买 Power BI Pro
 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 Office 365
 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 Azure

 概念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高级容量内存使用，优化
 购买 Power BI Premiu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支持大型数据集
 增量刷新
 多地理位置支持（预览）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Office 365 中的管理员角色
 常见问题解答 (FAQ)

 操作方法
 Power BI 管理门户
 通过新 Office 365 试用版注册 Power BI
 我的租户位于何处？
 找到已登录的用户
 Auditing Power BI
 跟踪服务运行状况
 关闭 Power BI 帐户
 组织中的 Power BI Pro
 组织中的 Power BI（免费）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
 使用 Azure AD B2B
 Power BI 的行级安全性
 Power BI 存档工作区
 无法将 Power BI 添加到 O365 合作伙伴
 使用 Intune 配置移动应用

 参考
 PowerShell、REST API 和 .NET SDK
 适用于 PowerShell 的 Power BI cmdlet

 资源
 Power BI 管理和部署方法
 Power BI 安全性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已转换为 Power BI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shell/power-bi/


什么是 Power BI？
2018/7/17 • • Edit Online

Power BI 的组成部分

Power BI 如何与你的角色匹配

Power BI 是软件服务、应用和连接器的集合，它们协同工作以将相关数据来源转换为连贯的视觉逼真的交
互式见解。 无论你的数据是简单的 Excel 电子表格，还是基于云和本地混合数据仓库的集合，Power BI 都
可让你轻松地连接到数据源，直观看到（或发现）重要内容，与任何所希望的人进行共享。

Power BI 简单且快速，能够从 Excel 电子表格或本地数据库创建快速见解。 同时 Power BI 也是可靠的、
企业级的，可进行丰富的建模和实时分析，及自定义开发。 因此它既是你的个人报表和可视化工具，还可用
作组项目、部门或整个企业背后的分析和决策引擎。

Power BI 包含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称为 Power BI Desktop）、联机 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称为
Power BI 服服务务），及移动 Power BI 应应用用（可在 Windows 手机和平板电脑及 iOS 和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这三个元素 - Desktop、服服务务和移移动动，旨在使用户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创建、共享和使用商业见解。

使用 Power BI 的方式取决于你在项目中的角色或你所在的团队。 不同角色的人们可能以不同方式使用
Power BI，这很正常。

例如，你可能主要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务，但处理数字、生成业务报表的同事可能主要使用 Power BI
Desktop（并将 Desktop 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然后你可查看）。 而另一个负责销售的同事可能主要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overview.md


Power BI 中的工作流

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本地报告

后续步骤

用 Power BI 手机应用，监视销售配额的进度，深入了解新的潜在销售顾客详细信息。

如果你是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Power BI API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或将仪表板和报表嵌入到你自己的自定义
应用程序。 有关于新视觉对象的意见或建议？ 自行生成并与他人共享。

还可能会在不同时间使用 Power BI 的每个元素，具体取决于给定项目或工作中尝试实现的目标或你的角
色。

也许你在服务的实时仪表板中查看库存和生产进度，也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来为自己团队创建有关客
户参与统计信息的报表。 如何使用 Power BI 基于哪项 Power BI 功能或服务是适用于所处情景的最佳工
具，但是 Power BI 的每个部分都会提供给你，因此它非常灵活、令人无法抗拒。

通过连接到数据源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报表，Power BI 中的常见工作流将开始。 然后，报表会
从“Desktop”发送到“Power BI 服务”并共享，以便“服务”和“移动版”中的用户可以使用（查看并与其交互）报
表。 有时，你可能想要为同事提供类似于你自己的权限（“创建者”权限），以便他们可以使用“服务”来编辑报
表、创建仪表板，同时共享其工作。

它不总是以这种方式发生，尽管这是一个更为常见的工作流，而且会显示三个主要的 Power BI 元素如何相
互补充。

但是，如果你准备好移动到云，并且希望将报表保留在企业防火墙后，那该怎么做？ 请继续阅读。

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提供的各种现成工具和服务在本地创建、部署和管理 Power BI 报表、移动报表和
分页报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在防火墙后部署的一种解决方案，然后以不同方式将报表交付给正确用户，无论是
在 Web 浏览器、移动设备还是在电子邮件中查看它们。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与云中的 Power BI 兼容，因
此可以在就绪时转到云。

登录、获取数据并以自己的方式了解 Power BI 服务 
教程：Power BI 服务入门



快速入门 - 使用 Power BI 服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打开 Power BI 服务并获取一些数据

现已掌握 Power BI 的基础知识，接下来了解 Power BI 服务。 如前所述，团队中有人可能将所有时间都花在
Power BI Desktop 上，为其他人合并数据和创建报表。 但在另一方面，你的时间可能都花在 Power BI 服务上，你
要查看其他人创建的内容并与之交互（使用体验），或者获取数据和自行创建报表及仪表板（创造体验）。 在此快速
入门教程中，将导入示例数据并使用该数据来了解 Power BI 服务的使用方式。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了解 Power BI 服务的基本概念

我们将获取一些用于 Power BI 服务教程的示例数据。 我们提供了各种类型的示例数据供你浏览，这次我们将使用
零售店数据。

1. 打开 app.powerbi.com，然后选择“示例”的链接。

2. 依次选择“零售分析示例”和“连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the-new-power-bi-experience.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查看内容（仪表板、报表、工作簿、数据集、工作区、应用）

Power BI 服务导入示例并显示仪表板。 仪表板可区分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该示例还包含
一个报表和数据库（稍后将用到）。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带你感受 Power BI 服务导航体验。 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自行进
行探索。

让我们先来看看基本内容（仪表板、报表、数据集、工作簿）的组织方式。 在工作区的上下文中显示内容。 此时，只
有一个工作区（称为“我的工作区”。 “我的工作区”存储你拥有的所有内容。 可以将其作为你的个人沙盒或自己内容
的工作区域。 你可以与同事共享“我的工作区”中的内容。 在“我的工作区”中，内容由 4 个选项卡组成：仪表板、报
表、工作簿和数据集。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收藏仪表板和报表

从左侧导航窗格（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后，关联内容（仪表板、报表、工作簿、数据集）的选项卡在 Power BI
画布右侧显示。

如果是新用户，则只能看到一个工作区，即“我的工作区”。

在这些选项卡（又名“内容视图”）中，可查看内容相关信息以及可对其执行的操作。 例如，可在“仪表板”选项卡中打
开仪表板、共享、删除、搜索、创建新内容和进行排序等。

通过选择仪表板名称打开仪表板。

利用收藏夹能快速访问你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1. 在打开的仪表板中，选择右上角的“收藏夹”。

此时，“收藏收藏”变为“取消收藏取消收藏”，星标变为黄色。

2. 要显示已加入收藏夹的所有内容的列表，请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收藏夹”右侧的箭头。 由于左侧导航窗
格是 Power BI 服务的永久性功能，因此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任何位置访问此列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个收藏夹。 收藏夹可以是仪表板、报表或应用。

3. 另一种将仪表板或报表标记为收藏的方法是利用“仪表板”或“报表”工作区选项卡。打开“报表”选项卡，然后
选择报表名称左侧的星形图标。

4. 通过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收藏夹”或选择星形图标 ，打开“收藏夹”窗格。



查找最新内容

现在有两个收藏夹：一个仪表板和一个报表。 可在此处打开、搜索、取消收藏或与同事共享内容。

5. 选择报表名称，在报表编辑器中将其打开。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收藏

1. 与收藏夹类似，通过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最近访问的内容”旁边的箭头，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任意位置
快速查看最近访问的内容。

在浮出控件中选择内容将其打开。

2. 有时，你不想打开最近访问的内容，而是希望查看信息或执行其他操作，例如共享、运行见解或导出到
Excel。 在此类情况下，可通过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最近访问的内容”或其图标，打开“最近访问的内容”窗
格。 如果有多个工作区，则此列表显示来自所有工作区的内容。



对对内容内容进进行搜索和排序行搜索和排序

清理资源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Power BI 中最近使用的项目

借助内容视图，可以更轻松地对内容进行搜索、筛选和排序。 若要搜索仪表板、报表或工作簿，请在搜索区域中键
入内容。 Power BI 会筛选出名称中包含搜索字符串的内容。

由于只有一个示例，因此无需搜索和排序。 但是如果列表上具有大量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你将发现搜
索和排序非常有用。

也可以按名称或所有者对内容进行排序。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导航：搜索、排序、筛选

完成此快速入门后，如果需要，可以删除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并登录。

2.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观察是否存在指示它为收藏项的黄星

3. 在“仪表板”选项卡下，选择零售分析仪表板旁边的垃圾桶“删除”图标。

4. 依次选择“报表”选项卡和零售分析报表。

5. 依次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和零售分析数据集。



后续步骤

Power BI 服务中的“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教程：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GitHub 示例
2018/7/4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如何连接

在本教程中，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GitHub 服务中的真实数据，Power BI 即会自动创建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
Power BI 内容公共存储库（也称为存储库），同时查看以下信息：有多少人参与编辑 Power BI 公共内容？ 谁贡献最
多？ 一周中哪天的贡献最大？ 同时回答其他问题。

在本教程中，将完成以下步骤：

如果还没有 GitHub 帐户，请注册一个帐户
登录 Power BI 帐户或进行注册（如果还没有）
打开 Power BI 服务
查找 GitHub 应用
输入 Power BI 公共 GitHub 存储库的信息
查看具有 GitHub 数据的仪表板和报表
通过删除应用来清理资源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要完成本教程，需要一个 GitHub 帐户（如果还没有）。

注册 GitHub 帐户

1. 登录 Power BI 服务 (http://powerbi.com) 。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应用”，然后选择“获取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tutorial-connect-to-github.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s://docs.microsoft.com/contribute/get-started-setup-github
http://powerbi.com


3. 选择“应用”，然后在搜索框中键入 github 立即获取。

4. 输入该存储库的存储库名称和存储库所有者。 此存储库的 URL 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因此存储库所有者为 MicrosoftDocs，而存储库为
powerbi-doc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EF%BC%8C%E5%9B%A0%E6%AD%A4%E5%AD%98%E5%82%A8%E5%BA%93%E6%89%80%E6%9C%89%E8%80%85%E4%B8%BA


5. 输入创建的 GitHub 凭据。 如果已在浏览器中登录到 GitHub，Power BI 可能会跳过此步骤。

6.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登登录录。

7. 按照 Github 验证界面执行操作。 向 Power BI 授予访问 GitHub 数据的权限。

之后，Power BI 即可连接到 GitHub 和数据。 数据会每天刷新一次。

8.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将显示新的 GitHub 磁贴。

9. 选择“全局导航”图标将左侧导航窗格最小化，以获得更多空间。

10. 在步骤 8 中选择“GitHub 磁贴”。

随即打开 GitHub 仪表板。 这是实时数据，因此看到的值可能有所不同。



提出问题

11. 将光标置于“询问数据相关问题”，然后选择“拉取请求”。

12. 键入“按月”。



查看 GitHub 报表

Power BI 创建一个条形图，显示每月的拉取请求数量。

13. 选择“退出问答”。

1. 在 GitHub 仪表板中，选择“按月拉取请求”列线图，打开相关报表。

2. 在“拉取请求总数(按用户)”图表中选择一个用户名，并查看其平均小时数是否大于 3 月份的平均总小时数（如
本例所示）。



清理资源

3. 选择“打孔卡片”选项卡查看报表的下一页。

显然，用户最常在星期二下午 3 点查看提交项。

现在，完成本教程后，可删除 GitHub 应用。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2. 将鼠标悬停在 GitHub 磁贴上，然后选择“删除”垃圾箱。



后续步骤

在本教程中，已连接到 GitHub 公共存储库并已获取 Power BI 在仪表板和报表中进行格式化的数据。 你已通过浏览
仪表板和报表回答了一些数据相关问题。 现在可深入了解如何连接到其他服务，例如 Salesforce、Microsoft
Dynamics 和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到所使用的联机服务



教程：Power BI 服务入门 (app.powerbi.com)
2018/7/18 • • Edit Online

注册 Power BI 服务

TIPTIP

本教程将帮助你开启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务  之旅。 若要了解 Power BI 服务如何适应其他 Power BI 产品/服
务，我们强烈建议你先阅读什么是 Power BI。

在本教程中，将完成以下步骤：

查找 Power BI 服务的其他入门内容
登录 Power BI 在线版帐户或进行注册（如果还没有帐户）
打开 Power BI 服务
获取一些数据并在报表视图中打开

使用该数据创建可视化效果并将其另存为报表

从该报表固定磁贴，创建仪表板

使用问答自然语言工具将另一个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仪表板

删除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清理资源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先注册一个 Power BI Pro 免费试用版，再进行操作。

如果已创建帐户，则只需打开浏览器并键入 app.powerbi.com 即可打开 Power BI 服务。

如果你需要有关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帮助，请参阅 Desktop 入门。 如果正在寻找有关 Power BI 移动
端的帮助，请参阅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更喜欢可以自主掌控进度的免费培训课程？ 在 EdX 上注册学习我们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课程。

请在 YouTube 上观看我们的播放列表。 不妨先从观看“Power BI 服务简介”视频入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et-started.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aka.ms/edxpb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

什么是 Power BI 服务？

步骤 1：获取数据

Microsoft Power BI 服务有时也称为 Power BI 在线版或 app.powerbi.com。 Power BI 可帮助你及时掌握对
你重要的信息。 借助 Power BI 服务，仪仪表板表板可帮助你对企业状况了如指掌。 你的仪表板显示各种磁磁贴贴，你
可单击这些磁贴打开报报表表来进一步了解详情。 连接到多个数据集数据集将所有相关数据组合在一起。 是否需要了
解构成 Power BI 的构建块的帮助？ 请参阅 Power BI - 基本概念。

如果你在 Excel 或 CSV 文件中具有重要数据，你可以创建 Power BI 仪表板以便随时随地掌握最新信息，并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见解。 你是否订阅了 SaaS 应用程序（如 Salesforce）？ 从连接到 Salesforce 开始，基于该
数据自动创建仪表板，或查看可以连接到的所有其他 SaaS 应用。 如果你是组织成员，请查看是否已向你发
布任何应用。

了解所有其他获取 Power BI 数据的方式。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从 CSV 文件中获取数据。 想要学习此教程吗？ 下载此示例 CSV 文件。

1. 登录 Power BI。 还没有帐户？ 别担心，可以注册一个免费试用版。

2. Power BI 将在浏览器中打开。 在左侧导航栏底部选择“获取数据”。

3. 然后，选择“文件”。

4. 浏览到计算机上的该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如果已将文件保存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请选择
相应的选项。 如果已将文件保存在本地，请选择“本地文件”。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http://www.powerbi.com/


5.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选择“导入”，以将 Excel 文件添加为数据集，然后就可以使用它来创建报表和仪
表板。 如果选择“上传”，则整个 Excel 工作簿将上传至 Power BI，然后可以在 Excel Online 中打开它
并进行编辑。

6. 数据集准备就绪后，选择“查看数据集”在报表编辑器中打开它。

由于我们尚未创建任何可视化效果，报表画布是空白的。



步骤 2 ：着手了解你的数据集

7. 在顶部菜单栏中可以看到，有一个“阅读视图”选项。 出现“阅读视图”选项意味着当前在“编辑视图”中
操作。

同时，在“编辑视图”中，可以创建和修改报表，因为你是报表的所有者，也是创建者。 与同事共享报
表时，他们只能在“阅读视图”中与报表交互，因为他们是使用者。 详细了解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进行简要了解是熟悉报表编辑器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连接到数据后，请开始浏览数据。 发现有趣的内容后，可以创建仪表板来监视内容，并查看内容在不同时间
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工作方式。

1. 在报表编辑器中，使用页面右侧的“字段”窗格生成可视化对象。 选中“销销售售总额总额”和“日期日期”旁边的复选
框。



2. Power BI 会分析数据并创建可视化对象。 如果先选择“日期”，你将看到一个表格。 如果先选择“销售总
额”，你将看到一个图表。 切换到不同的数据显示方式。 让我们在折线图中查看此数据。 从可可视视化化对对
象窗格象窗格中选择折线图图标（也称为模板）。

3. 看起来不错，让我们将它固定到仪表板。 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对象上，并选择“固定”图标。 固定此可
视化对象时，它将存储在仪表板上并会不断更新，由此你可以大致跟踪最新值。

4. 由于这是新报表，因此在将可视化对象固定到仪表板之前，系统会提示保存。 为报表命名（例如“按时



步骤 3：使用“问答”继续探索（自然语言查询）

间的销售额”），然后选择“保存并继续”。

5. 我们将折线图固定到新仪表板并将其命名为“用于教程的财务示例”。

6. 选择“固定”。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7. 选择“转至仪表板”，查看以磁贴形式固定到新仪表板的折线图。 通过添加更多可视化对象磁贴和重命
名、调整大小、链接和重新定位磁贴来优化仪表板。

在仪表板上选择新的磁贴，以便随时返回到报表。 Power BI 会将你返回到报表编辑器的“阅读视图”。
若要切换回“编辑视图”，请从顶部菜单栏中选择“编辑报表”。 进入“编辑视图”后，请继续浏览和固定
磁贴。

1. 要快速浏览数据，请尝试在问题解答框中进行询问。 “问答”问题框位于仪表板顶部（“提出有关数据的
问题”），以及报表的顶部菜单栏中“提问”）。 例如，尝试键入“哪个市场的收入最高”。



清理资源

2. “问答”会搜索答案，并以可视化形式显示答案。 选择“固定”图标  还可在仪表板上显示此可视化
效果。

3. 将可视化对象固定到“用于教程的财务示例”仪表板。

4. 返回到仪表板，将会看到新磁贴。

完成本教程后，现可删除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我的工作区”。

2. 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并找到本教程导入的数据集。

3. 选择省略号 (...)，再选择“删除”。



后续步骤

删除数据集也将删除报表和仪表板。

准备好尝试了解更多内容？ 可以参考以下主题来了解 Power BI。

连接到所使用的联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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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功能

2018 年 5 月

前几个月 (2018)
2018 2018 年年  4  4 月月

2018 2018 年年  3  3 月月

2018 2018 年年  2  2 月月

2018 2018 年年  1  1 月月

请阅读此页，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已知问题和最近发布的功能。 有关相关的“新增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新增功能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Power BI 团队博客
Dynamics 365 2018 年春季商业应用程序发行说明：我们推出了商业应用程序的最新更新，以及在我们
平台的基础之上生成应用程序和扩展的新功能。

还可以查看 YouTube 频道，了解“新增功能”和功能的相关信息。

Microsoft Power BI (YouTube)
Guy in a Cube (YouTube)

Power BI 服务中的主题仪表板。
Premium 中的增量刷新。
Power BI 应用的请求访问工作流。
获取数据更新，以便用户更轻松地查找Power BI 应用。
启用或关闭 Power BI 服务中的永久性筛选器的设置。
Azure B2B 邀请报表的工作流改进。

Power BI GDPR 白皮书
对于 Office 365 租户，默认启用 Power BI 服务的审核日志。

Power BI 服务中的永久性筛选器。
与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帐户的用户共享内容。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扩展。

自动为最终用户安装 Power BI 应用。
Power BI Premium 上的 P4 和 P5 容量
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预览。

共享和收藏 Power BI 报表。
针对 Azure SQL 数据库和数据仓库的 OAuth2 和 DirectQuery 单一登录 (SSO) 支持。
区域内审核：审核日志现在将存储在与其租户相同的 Office 365 区域中。
公开发行版的 SharePoint Online Power BI 报表 Web 部件。
禁止查看租户中所有用户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管理员控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whats-new.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
http://aka.ms/businessappsreleasenote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PYvwBwAeuYaR8JLmrf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1vaKzpfvoGai0vE5VJ0w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dashboard-theme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premium-incremental-refresh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create-distribute-app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create-distribute-app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announcing-persistent-filters-in-the-service/
http://servicetrust.microsoft.com/ViewPage/TrustDocuments?command=Download&downloadType=Document&downloadId=5bd4c466-277b-4726-b9e0-f816ac12872d&docTab=6d000410-c9e9-11e7-9a91-892aae8839ad_FAQ_and_White_Pap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admin-audit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announcing-persistent-filters-in-the-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power-bi-expands-access-to-intelligence-for-external-guest-us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create-distribute-app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power-bi-custom-visuals-organization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825698


前几个月 (2017)

2017 年 10 月和 11 月

2017 年 9 月

2017 2017 年年  8  8 月月

2017 2017 年年  7  7 月月

2017 2017 年年  6  6 月月

2017 2017 年年  4  4 月和月和  5  5 月月

2017 2017 年年  3  3 月月

针对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AAS) 的计划刷新支持。

通过 Power BI 应用进行内容选择性发布。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进行外部用户分发。
由 AI 提供支持的应用建议。
仪表板磁贴上的 UI 更新。
针对应用的电子邮件订阅支持。

针对发布到 Web 的具体管理员控制。

在高级容量中，与没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用户共享仪表板。
分配容量以使用 V 核心池满足业务需要。
通过一次单击立即增加或减少容量。

PubNub 块用于将数据轻松推送到 REST API
改进使用指标的加载性能。

通过每用户使用情况指标了解你的受众。

开始使用 Power BI 服务应用，获取在线服务。
通过导入和 DirectQuery 连接模式使用本地数据网关连接到 IBM Netezza。
动态 RLS 现支持 Power BI Embedded。
现为 1.7 版本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API 添加了高级筛选 API。

支持在仪表板上进行电子邮件订阅。

使用性能检查器检查和诊断仪表板的加载时间较差的原因。

Snowflake 和 SAP BusinessWarehouse DirectQuery 现支持用于本地数据网关。
新增用于管理 Power BI 服务中数据刷新的 API。

Power BI Premium 已普遍可用。
多个 API 改进便于自动执行计划的刷新，克隆和重新绑定报表，更新网关绑定等
Power BI 应用中从仪表板磁贴到其他仪表板和报表的相对链接。
Impala 连接器通常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上使用。
使用交互式 R 自定义视觉对象扩展 Power BI 的视觉对象功能。

通过适用于仪表板和报表创建者的使用情况指标衡量并扩大影响。

使用本地数据网关连接到 PostgreSQL。
Power BI SharePoint Web 部件可供所有用户使用。
使用数据连接器 SDK将 Power BI 连接到任何数据源。
导航到包含多个 URL 筛选器参数的报表。
预览：使用 Power BI 应用向广大受众大范围地分发仪表板和报表。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create-distribute-app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power-bi-expands-access-to-intelligence-for-external-guest-users/pre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admin-portal#export-and-sharing-settings
https://www.pubnub.com/docs/blocks-catalog/power-bi-realtime-dashboard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roducing-per-user-usage-metrics-know-your-audience-and-amplify-your-impac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sampleslicer/blob/master/doc/UsingAdvancedFilterAPI.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data-refresh-apis-in-the-power-bi-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premium-generally-availab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data-refresh-apis-in-the-power-bi-service/
https://github.com/Azure-Samples/powerbi-powershell/blob/master/rebindReport.ps1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84650.aspx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impal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eractive-r-custom-visuals-support-is-her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data-connectors-developer-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distribute-to-large-audiences-with-power-bi-apps/


2017 2017 年年  2  2 月月

2017 2017 年年  1  1 月月

2016
2016 2016 年年  11  11 月月

2016 2016 年年  10  10 月月

2016 2016 年年  7  7 月月

使用精细管理控件对 Power BI 在组织中的使用方式进行微调。
使用“查看相关内容”窗格用更短的时间完成更多操作。
改进了用于 DAX 查询的故障排除消息。
使用自定义缓存刷新计划更好地控制数据集。

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浏览 Office 应用商店中的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
预览：订阅报表页以便随时了解数据。

使用 Azure AD 内容包深入了解你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如何使用 Azure AD。

导航预览改进 - 在工作区之间切换以及对当前工作区中的内容执行操作都变得更加轻松。
将 Power BI 仪表板嵌入自定义应用程序。
预览：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集成 Power BI 报表。

使用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管理 Power BI。
Office 365 审核门户中的 Power BI 审核日志面向全球推出。
发布了 1.4 版的开发人员工具和自定义可视化 API。
公开发布了实时流式处理功能集。

使用 Microsoft Flow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无需编写代码。
预览：订阅报表页以便随时了解数据。

使用 Azure AD 内容包深入了解你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如何使用 Azure AD。

预览阶段：尝试 Power BI 服务 (powerbi.com) 的全新导航方式
预览阶段：将 Power BI 报表导出到 PowerPoint 中。
预览阶段：从 Power BI 服务下载 Power BI 报表（PBIX 文件），以便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进行编辑。
创建液态填充仪表，即通过液体波纹动画表示百分比值的圆形仪表。

使用此 Power BI 内容包研究 Jira 项目管理数据
使用此 Power BI 内容包研究 Insightcentr 数据
使用信息图设计器自定义视觉对象快速创建信息图

内部预览阶段：Azure 流分析输出 Power BI 流数据集，可用来创建流磁贴。
预览阶段：将 ESRI ArcGIS 地图可视化效果添加到报表和仪表板中

利用 Power BI 与全新 Microsoft 团队的集成。
无需掌握 R 即可在 Power BI 中设计 R 可视化效果。
预览阶段：使用 Azure Analysis Services，BI 专业人员可以根据驻留在云中或本地的数据创建 BI 语义模
型，从而向业务用户提供简化的数据视图。

可以向应有 Power BI 管理门户访问权限（而不是其他 Office 365 管理访问权限）的用户分配全新的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
使用 Power BI 研究 MYOB 高级数据。
非管理员如何查看 Power BI 审核日志
将文本列显示为工具提示。

RLS 正式脱离正式脱离预览预览版版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granular-tenant-settings-in-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the-view-related-content-pane-navigation-made-even-easier/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march-feature-summary/#DAXtroubleshoot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custom-cache-refresh-schedules-in-the-power-bi-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support-for-amazon-redshift-reports-in-the-power-bi-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custom-visuals-now-available-in-the-office-stor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roducing-email-subscriptions-in-power-bi-stay-informed-when-it-matt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februar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embed-dashboar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egrate-power-bi-reports-in-sharepoint-onli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january-feature-summary/#pbiadminro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january-feature-summary/#auditlog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new-apis-available-for-custom-visuals-develop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general-availability-of-power-bi-real-time-streaming-dataset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ush-rows-to-a-power-bi-streaming-dataset-without-writing-any-code-using-microsoft-flo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roducing-email-subscriptions-in-power-bi-stay-informed-when-it-matt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the-new-power-bi-navigation-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export-power-bi-report-to-powerpoint-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preview-of-download-power-bi-desktop-files-from-the-we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visual-awesomeness-unlocked-liquid-fill-gaug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explore-your-jira-data-with-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explore-your-insightcentr-data-with-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quickly-create-infographics-with-the-infographic-designer-custom-visual-for-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private-preview-of-azure-stream-analytics-outputting-to-power-bi-streaming-dataset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rcgis-maps-for-powerbi-available-in-powerbi-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teams-up-with-microsoft-team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r-powered-custom-visu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roducing-azure-analysis-servi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making-it-easier-to-administer-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explore-your-myob-advanced-data-with-power-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tech-tip-thursday-power-bi-auditing-for-a-non-administrato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tech-tip-thursday-displaying-text-columns-in-tool-tips/


2016 2016 年年  6  6 月月

2016 2016 年年  5  5 月月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可基于正在访问数据的用户来限制数据访问。 最近我们通过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公开角色和规则简化了配置 RLS 的过程。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RLS 已对所有 Power BI Pro 用户
发布。

数据分数据分类类

现在可以使用公司 IT 部门定义的分类来标记仪表板，提高查看仪表板的人员应使用何种安全级别方面
的意识。

在在  Excel 中分析本地数据中分析本地数据

在 Excel 中分析的功能已扩展为支持本地数据集。 我们建立了到本地数据集的安全和直达的连接，你可
以在 Excel 中进行分析。 我们还为管理员引入了关闭本地源的“在 Excel 中分析”功能的设置。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快速快速见见解解

带有复杂筛选器的 Quick Insights：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局限于单个磁贴的 Quick Insights 现在能使用
复杂筛选器了。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文件大小限制增加到 1 GB：我们将 Excel 工作簿和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大小限制增加到了 1 GB。
通过企业网关和其他网关更新查找 SSAS 服务器设置：现在当你安装企业网关时，你的公司用户将可以
通过“获取数据”页面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这些服务器。 我们还增加了对刷新数据集（包括使用网关的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服务器中的数据）以及通过网关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时创建 UPN 映射规则
的支持。

行行级别级别安全性安全性  (RL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组支持：用户现在可以向角色分配 AAD 组（安全组和通讯组列表）。 使向
大型用户组分配角色变得更加容易。

通过由已有 RLS 数据支持的报表来测试你的 RLS 角色：我们为 RLS 预览增加了这项功能，使你可以作
为特定角色测试数据集。 从而确保在任何用户操作你的仪表板之前，角色按照你的预期工作。
定义 RLS 并将其应用到基于云模型的直接查询：你现在可以为直接查询数据源创建并应用 RLS 规则。

仪仪表板表板

收藏仪表板：为帮助你访问最常使用的仪表板，我们增加了一种收藏这些仪表板的方法，使你可以从所有

工作区中轻松访问它们。

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

改进了下载体验：通过新的对话框体验，可以轻松下载“使用 Excel 分析”功能的更新。
对 RLS 的支持：设置 RLS 后，当用户使用 Excel 分析数据时，应用到数据的这些规则现在会流动。
改进了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的错误消息：在此之前，如果你为不受支持的数据源选择了“使用
Excel 分析”功能，则必须等待下载 ODC 文件并尝试连接到 Power BI 完成之后，才会收到不支持的错误
消息。 现在只要你为我们不支持的数据源选择了“使用 Excel 分析”功能，你就会看到一条消息，提示你我
们尚不支持该数据源。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Power BI 问答对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支持：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不仅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july-update-for-service-and-mobi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smarter-auto-generated-insights-with-complex-filt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may-update-file-size-increase-to-1-gb/


增强了 Power BI 问答的用户体验，并且针对连接数据源的企业网关，我们还推出了 Power BI 问答公共
预览版，提供了对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初始支持。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参
阅博客文章

Excel 报表的本地文件支持：现在你可以从本地驱动器或其他存储服务上传你的 Excel 文件，并且可以通
过 Power BI 的新添优势来按你想要的方式使用该 Excel 报表，如同在 Excel Online 中使用那样。 有关所
有详细信息，请参阅博客文章

2016 年年  4 月月  28 日日

仪表板磁贴上的 Quick Insights：当在“焦点”模式中查看磁贴时，单击“获得见解”可在几秒内自动搜索磁
贴及其相关项、离群值、趋势、季节性、趋势变化点和主要因素的相关数据。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4 月月  26 日日

Power BI 叙述：当你与你的数据和可视化效果进行交互时，自定义视觉对象会以叙述的方式动态传递见
解，就如你希望分析师可以编写一样。 此视觉对象是由 Narrative Science Quill 推动的。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4 月月  16 日日

Microsoft 信任中心：Power BI 加入了 Microsoft 信任中心（记录 Microsoft 产品合规性认证的单一源）。
Power BI 的认证包括 ISO 27001、ISO 27018、欧盟示范条款、HIPAA BAA 和 UK G-Cloud（英国政府推
出的“政府云服务”）。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4 月月  14 日日

企企业业

ExpressRoute：用于建立到 Power BI 的专用托管连接。
针对 RLS 的内容包支持（预览）：如果 RLS 是为作为内容包的一部分分发的仪表板和报表定义的，那么
将考虑对这些内容包使用安全规则。

仪仪表板表板

Vimeo 视频磁贴：在仪表板上添加包含嵌入的 Vimeo 播放器的磁贴。

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

在 Excel 中分析功能可供所有用户使用：访问 Excel 中 Power BI 数据模型的功能已扩展到所有用户（无论
其分配的许可证为何）。

改进了多个用户帐户的体验：如果你有不止一个 Power BI 用户帐户，现在就可以更加轻松地登录。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3 月月  31 日日  Microsoft 数据洞察峰会上发布了大量更新。

仪仪表板表板

特色仪表板：更加轻松地访问你最关注的仪表板。

筛选仪表板列表：显示全部、显示你创建的内容、显示与你共享的内容。

企企业业功能功能

管理使用情况报表：将使用情况报表添加到 Power BI 管理中心。
行级安全：这是一项预览功能，允许你设置 Power BI 数据集的权限。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q-a-for-enterprise-gateway-connected-data-sources-now-available-in-public-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upload-excel-reports-from-local-fi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find-more-insights-in-your-dashboards-with-quick-insights/
https://www.narrativescience.com/quill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get-natural-language-narratives-in-power-bi-report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added-to-microsoft-trust-cente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april-update-expressroute-for-power-bi/


禁止导出数据：你的租户中的用户将不再能够将磁贴和视觉对象数据导出到 .csv 文件。

问问答答

自动完成“是”：如果你键入列名，并且后跟“是”，则问答将建议一些值。

移移动动

Apple Watch 上的 KPI：无需打开 Power BI 应用即可监视 KPI 和卡片磁贴。

Excel

在 Excel 中分析：将 Power BI 数据模型连接到 Excel，在 Excel 而不是 Power BI 中进行分析。

其他其他

澳大利亚区 Power BI：在澳大利亚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现在都可以访问 powerbi.microsoft.com 并注册
Power BI。
语言设置：替代自动语言检测并设置 Power BI 的语言。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3 月月  11 日日

这个月我们对仪表板、Quick Insights 和问答功能进行了一些更新。

仪仪表板表板

全屏模式：支持在全屏模式下的打印

全屏模式：展开磁贴以填充整个画布，并通过选择适适应宽应宽度度删除多余的空白区域

使用磁贴流使磁贴自动向画布的左上角对齐。

快速快速见见解解

现在通过趋势和相关性洞察的趋势线可以更加容易地查看数据中的模式。

问问答答

现在可以在问答中指定仪表盘和面积图

改进的问答自动完成功能 - 只要键入一些字符，Q&A 就会自动完成并为你建议视觉对象。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2 月月  10 日日

今天我们发布了一份很长的最需要的功能的清单。 阅读博客文章。

共享共享

与组织外部的用户共享

请求仪表板的访问权限

管理管理门户门户

简易的用户管理，包括指向 O365 管理中心的链接
禁止发布到 Web 的功能
防止用户将内容包发布到整个组织

禁止向外部用户共享内容的功能

快速快速见见解解

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时使用 Quick Insight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march-update-part-two/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march-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february-service-update/


仪仪表板表板

将 Web 内容添加到仪表板（通过小组件）
将视频内容添加到仪表板（通过小组件）

仪表板的缩放

连连接接

通过 URL 连接到你的团队的 SharePoint 站点上的文件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6 年年  1 月月  28 日日

对报表和可视化效果的更新：

为视觉对象添加边框

为页面和笛卡尔图表绘图区添加背景图像

针对报表呈现、交叉突出显示等的性能改进。

不管使用的是哪个浏览器版本，使用此新的更新加载报表、在页面之间切换、交叉突出显示视觉对象中

的数据等时，用户都可以察觉到明显的性能改进。

2016 年年  1 月月  6 日日

Power BI 团队在整个假期都在忙。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仪仪表板表板

导出磁贴数据

将图像或文本框小组件添加到仪表板

打印仪表板

刷新磁贴上的时间

仪表板磁贴上的工具提示

协协作作

共享的仪表板通知

与共享的或组织的仪表板所有者联系

报报表表

打印当前报表页

导出报表可视化数据

连连接接

连接到 SharePoint 团队站点上的文件

Excel 报报表表

在 Excel 桌面中打开 Excel 报表
固定 Excel 图表
Excel 磁贴的格式改进

其他其他

巴西区 Power BI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支持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february-servic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updates-this-week-new-report-authoring-capabilities/#bord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updates-this-week-new-report-authoring-capabilities/#background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6/01/06/power-bi-service-update-0106.aspx


2015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团队博客

2015 年年  12 月月  16 日日

本周有大量更新，大部分应用于 Power BI Desktop，对报表创作和可视化效果也有一些重要更新。 Power
BI 团队博客包含完整的说明，还有介绍更新的视频。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对报表创作格式窗格和功能区的更新：

1. 设置每个类别系列的数据标签的格式
2. 更改视觉对象中显示的小数位数
3. 更改视觉对象中的文本大小
4. 准确布置视觉对象的功能：对齐、分布、大小、位置（要求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进行创作）
5. 通过格式刷设置多个视觉对象的样式（要求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进行创作）
可视化效果的增强功能：

1. 表格视觉对象中的排序状态的视觉提示
2. 新视觉对象：堆积面积图
3. 鼠标悬停时的面积图和折线图的智能工具提示
4. 为笛卡尔视觉对象创建参考线/区域的功能
5. 改进的饼图和散点图的数据标签
桌面中的 R 视觉对象集成（预览功能）

尝试创建 2 个不相关的表时，桌面将建议表到表关系。

桌面优化的“开始”功能区布局。

关系视图中的桌面数据建模更新：

1. 缩放滑块
2. 适应缩放到
3. 重置布局
4. 使用 Ctrl 和鼠标键拖拽绘制的选择矩形进行放大的功能
桌面数据连接增强功能

1. SSAS 多维支持 - 层次结构支持（预览功能）
2. Stripe 连接器
3. Smartsheet 连接器
4. “输入数据”：粘贴或输入数据以创建表格
5. DirectQuery 功能改进：支持 T-SQL 和 SAP HANA 的所有数据类型，从而改进性能。
6. ODBC 连接器：支持选择用户/系统 DSN
7. CSV 连接器：在源对话框中指定列分隔符的功能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包括演示很多这些更新的视频，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2 月月  10 日日

将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

刷新仪表板磁贴

在切片器中使用图像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6/01/06/power-bi-service-update-0106.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16/more-power-bi-feature-updates-power-bi-desktop-december-update-and-new-power-bi-service-features.aspx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WT.mc_id=Blog_Desktop_Update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16/more-power-bi-feature-updates-power-bi-desktop-december-update-and-new-power-bi-service-features.aspx


更改报表视觉对象之间的交互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2 月月  8 日日

Power BI 中的 QR 代码

2015 年年  12 月月  3 日日

通过 Quick Insights 自动发现趋势并揭示数据集中的模式：视频或文章
可视化 Power BI 中的 VMob 数据
Power BI 与 Cortana 的集成
Power BI 企业网关的预览
推出新的内容包：Power BI 仪表板上的必应的搜索分析
新的针对开发人员的增强功能：两个新的 API 和更方便的应用程序注册

2015 年年  11 月月  24 日日

将 Excel 范围固定到仪表板
仪表板和报表的无边框全屏模式

知道数据的存储位置

改进了本地报表的加载

将仪表板直接共享到另一个用户的工作区

改善的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器体验
关闭 Power BI 帐户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1 月月  18 日日

创建重复的仪表板

随意放置仪表板磁贴

改进了全屏视图的导航功能

在邀请你的组织的同事加入 Power BI 组时拥有更好体验
改进了磁贴的错误消息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

Power BI 文档的新站点（已本地化）
改进了报表的加载时间

使用仅限于报表的更改更新组织内容包

Office 365 管理门户中 Power BI 的健康状况
表、矩形图和卡片中的 KPI 和图像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1 月月  3 日日

引导式 Power BI 购买体验。
个人可以购买 Power BI Pro。
重复的报表页。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10/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210.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8/bridge-the-gap-between-your-physical-world-and-your-bi-using-qr-code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2/power-bi-updates-from-browser-to-desktop-and-new-automated-insights-mf.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25/visualize-your-vmob-data-in-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1/announcing-power-bi-integration-with-cortana-and-new-ways-to-quickly-find-insights-in-your-data.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2/announcing-preview-of-power-bi-gateway-for-enterprise-deployment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2/search-analytics-from-bing-on-your-power-bi-dashboard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2/power-bi-for-developers-reports-api-and-a-simple-app-registration-experienc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24/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124.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17/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117.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11/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110.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03/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103.aspx


2015 年年  10 月月  28 日日

与 Active Directory 安全组共享仪表板
人员选取器

共享大量电子邮件地址

通过参数化 URL 折叠导航窗格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0 月月  20 日日

Power BI 组中的只读成员
Q&A 中的特色问题
报表可视化效果的全屏弹出模式

有关所有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Blog（Power BI 博客）

2015 年年  10 月月  13 日日

在大屏幕 TV 上以全屏模式显示仪表板和报表
全屏模式下的“适应屏幕”支持，可在可用空间中显示整个仪表板
焦点模式下获取仪表板磁贴的更多详细信息

查看每个磁贴的上次更新时间的功能

查看每个磁贴的源的功能

Planview Enterprise 是端到端的项目组合及资源管理解决方案，将策略与执行相连接，从而改进企业的
决策过程。 Power BI 的 Planview Enterprise 内容包允许你以全新方式可视化资源和工作管理数据。 只
需使用你的凭据登录并开始以交互方式浏览你的项目组合的投资费用、预算状态，以及你的项目与策略

优先级的相符程度。

查看我们的博客和在线文档以了解详细信息。

2015 年年  10 月月  6 日日

在 Power BI问答中，你可以使用简单、直观的问题来浏览数据，并以交互式图表和图形的方式来获取答
案。 在此版本中，我们添加了一项功能来帮助你 Power BI 问答入门，即使你不知道任何有关数据的信
息。 若要开始使用此功能，请导航到任何仪表板并单击靠近问答问题框的“如何提问”链接。 Power BI 将
根据你的数据向你提供很多建议。

两个星期前，我们引入在 Power BI Desktop 的报表画布中插入形状的支持。 本周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
当你在 Power BI Web 应用中创作和/或编辑报表时可以将形状添加到报表画布中。
我们添加了在共享仪表板时关闭电子邮件通知的选项。 只需取消选中 Power BI 共享对话框中的“向收件
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复选框。 系统将向你提供一个 URL – 复制并向你的同事共享此 URL，以便授予他
们访问仪表板的权限。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是面向小到中型组织的业务管理解决方案。 它为客户的业务提供完整的解决
方案，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其财务和业务流程。 此 Power BI 内容包为 Dynamics NAV 用户提供现成
的报表，如销售额和利润、机会渠道、盈利能力等等。 这些指标在可以完全自定义的仪表上进行组织，你
可以轻松连接并立即开始探究你的数据。

查看博客和在线文档以获取更多信息。

2015 年年  9 月月  29 日日

通过本周的服务更新，当你创建新报表时可以从多个页面大小中进行选择，也可以定义自己的页面大

小。 这可以控制报表中每页的大小和纵横比。
我们为图像和气泡图添加了额外的可视化格式支持。 调整图像大小时你可以锁定图像的纵横比，以避免
图像扭曲，可以将散点图和气泡图配置为填充或不填充。

现在，Power BI 将向备选电子邮件地址发送共享邀请。 当与你共享仪表板时，我们将同时向你的原始电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28/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027.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20/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020.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13/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1013.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06/power-bi-service-weekly-update-10-06.aspx


子邮件地址和备用电子邮件地址（如果已配置）发送共享邀请链接。

Power BI 可供所有客户使用，包括 Dedicated on Multitenant (DonMT) O365 体系结构中的客户。 你将
在多租户模式下将 Power BI 作为共享服务使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按照简单的自助服务注册流
程注册 Power BI – 只需输入你的工作电子邮件地址，输入名称和密码就可以开始注册。 如果你是租户管
理员，你可以使用此处的说明将许可证分配给用户。

你可以使用 Azure Audit Logs 查看你的 Azure 订阅中的控制平面操作日志。 Power BI Azure 审核日志
内容包可以帮助你轻松分析和可视化这些日志中包含的信息资源。 此内容包允许你使用现成的仪表板
和报表连接到你的数据，并开始挖掘洞察力。 阅读我们的博客和在线文档以获取更多信息。

在我们的博客中了解详细信息。

2015 年年  9 月月  22 日日

仪表板具有更多灵活性，你可以使用更多磁贴大小（范围从 1x1 到 5x5）自定义仪表板。
你现在可以在组空间共享（和取消共享）仪表板，其方法与在自己空间共享的方法一样。 一旦同事接受了
你的共享邀请，将在他们自己的空间添加此具有只读权限的共享仪表板（和相关联的报表）。

我们在 Power BI 中添加了 5 个额外的行业相关示例：客户盈利率、人力资源、机会分析、采购分析和销
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Stripe 是一个针对在线业务的高级支付平台。 从刚起步的公司到财富 500 强企业，数以千计的公司使用
Stripe 接受 130 多种货币的、来自世界上任何人的付款。 通过将 Power BI 与你现有的 Stripe 帐户相连
接，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Stripe 内容包来监视、浏览和可视化 Stripe 活动。

在我们的博客中了解详细信息。

2015 年年  9 月月  15 日日

现在你可以选择想要将你的视觉对象固定到哪个仪表板！ 可以从现有的仪表板中选择目标仪表板，或
者甚至创建新仪表板，并且一次将视觉对象固定到该仪表板。

此外，你可以控制仪表板中视觉对象的颜色。 如果报表使用主题和仪表板主题不同，你可以控制视觉对
象是保留当前主题，还是使用默认的仪表板主题来实现来自各种源的视觉对象的主题一致性。

你现在只需将磁贴从一个仪表板固定到另一个仪表板，其方法与将报表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相同。

如果你的 Power BI Pro 的 60 天试用期即将到期，你可以联系我们以请求试用延期。 如果获得批准，你
的试用期将延长 60 天。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是一个在线解决方案，通过最佳的分析和受众统计数据深入了解你的用户群。
使用 Power BI comScore 内容包，你可以快速连接并开始深入了解 Web 分析数据。 此内容包包括现成
的仪表板、一组报表和一个策展的数据集，以帮助你深入探究你的数据。 要了解有关此内容包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我们的博客和帮助主题。

2015 年年  9 月月  8 日日

现在你可以使用简单易用的超链接为你的用户提供链接，而无需在文本框中显示完整的 URL。
Power BI 报表中已添加钻取支持。 你可以创建钻取路径，使用户能够从一个级别的数据导航至相关数
据。

已在获取数据体验的示例部分添加两个新的行业相关示例，即费用分析和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 这些示
例是向你演示如何使用数据创建富有洞察力的报表和仪表板的极佳示例。

我们拥有新的 tyGraph 内容包，你可以使用它轻松地深入了解 Yammer 数据。 该内容包包括一个仪表
板、一组报表和一个策展数据集，用于探索并提供洞察力，例如积极参与度（MAE 评分）和享用内容指标
（如文件查看和文件下载）。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博客和帮助主题。

2015 年年  9 月月  1 日日

Webtrends 可帮助公司了解客户数据，从而使数字营销得以成功。 用户可以通过 Web、社交、移动和
SharePoint 渠道观察、分析和发表有关网站访客之旅的深刻见解。 借助该版本的 Webtrends 内容包，用
户现在能够使用 Power BI 监视、分析和可视化其 Webtrends 分析数据。 你可以参阅 Power 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27174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30/monitor-azure-audit-logs-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30/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0929.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22/power-bi-weekly-service-update-0922.asp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24573&clcid=0x409now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16/visualize-and-explore-your-comscore-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09/analyze-and-monitor-your-tygraph-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01/visualize-and-explore-your-webtrends-data-in-power-bi.aspx


Webtrends 内容包的帮助页获取更多信息。
Q&A 入门更加简单。 只要将光标放置在问答文本框中，我们将立即显示与你的数据相关的问题和主要
指标列表。 默认情况下，在下拉列表中你将看到已固定到仪表板的磁贴的问题，以及你的数据集中每个
表的条目。

默认情况下显示的动态画布大小呈现所有报表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具有和浏览器窗口大小相适应的最佳

尺寸。 如果你想要锁定纵横比，或者想要以不同的方式调整报表大小，我们现在为你提供了其他三个选
项：适应页面、适应宽度和实际大小。

我们还增加了你可以拥有的数据集和报表数量的限制。 现在你的 Power BI 帐户多可包含 200 个数据
集，并且每个数据集最多 200 个报表。

2015 年年  8 月月  25 日日

现在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监视、浏览和可视化 Adobe 分析数据。 借助现成的内容包，你可以立即连接
数据并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适用于 Power BI 的 Adobe Analytics 内容包。

2015 年年  8 月月  18 日日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是一个应用程序分析服务，允许开发人员跟踪他们的应用程序的性能，以帮
助他们增加用户保留率和应用程序使用率。 使用 Power BI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内容包可以快速
连接到现成的仪表板、一组报表和一个策展的数据集，并且立即深入了解应用程序的运行情况。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Power BI 的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内容包。

2015 年年  8 月月  11 日日

Mandrill 是由 MailChimp 开发的一种电子邮件基础结构服务，你可以通过它从各种信息中分析你的电
子邮件活动。 使用 Power BI Mandrill 内容包可以快速连接 Mandrill 数据并立即深入了解时事通讯或市
场营销活动。 有关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Mandrill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help
page（Power BI Mandrill 内容包的帮助页）。

2015 年年  8 月月  4 日日

Power BI 现在支持 Circuit ID 用户跟踪和监视所有其 Circuit ID 云通信服务，使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业
务决策。 有关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ircuit ID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help
page（Power BI Circuit ID 内容包的帮助页）。
现在我们发布了共享仪表板功能的一个增强功能，使其更易于使用。 如果你的组织对电子邮件使用
Office 365，那么你现在可以将仪表板共享到电子邮件通讯组，其方式与在 Outlook 中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的方式相同。 只需输入通讯组的地址，然后单击“共享”。 通讯组的所有成员都将收到电子邮件邀请以查
看仪表板。

2015 年年  7 月月  28 日日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本周对 Power BI 的更新，现在你可以使用 SQL Sentry 内容包进行数据库性能跟
踪。 此内容包包括仪表板和报表，用于帮助你监视使用 SQL Sentry 云跟踪的 SQL Server 部署。 有关
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QL Sentry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help page（Power BI SQL
Sentry 内容包的帮助页）。

2015 年年  7 月月  24 日日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将发布 Power BI 的通用版本 (GA)。 立即注册 Power BI Pro。 作为 GA 版的一
部分，我们将提供一些出色的新功能：

全新的可视化效果和报表创建体验：新的报表画布可选择更多可视化效果，能更好地控制标题、图例、坐

标轴、颜色、背景等的格式设置。

Power BI 组：组功能可提供以 Office 365 组为基础的强大的协作体验。
组织内容包：Power BI 使仪表板和报表的创建变得非常简单，现在用户可以将此内容发布到组织内容
库。

引入整个 Excel 文件：你可以将存储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任何 Excel 工作簿引入 Power BI，并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8/25/exploring-your-adobe-analytics-data-in-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8/17/monitor-and-analyze-your-azure-mobile-engagement-data-in-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8/12/explore-and-analyze-your-mandrill-data-in-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8/04/circuit-id-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8/04/easier-dashboard-sharing-with-distribution-group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28/monitoring-your-sql-sentry-data-with-power-bi.aspx


查看整个工作簿，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一样。
引入 CSV 文件：和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一样，逗号分隔值文本文件 (CSV) 也可以是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的数据集。
替换 Excel、Power BI Desktop 和 CSV 文件：可以将文件的更新版本上传到 Power BI，它会替换现有数
据集。 连接到此数据集的所有报表和仪表板将自动使用此新版本。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本周对 Power BI 的更新，现在你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内容包进行工作项
跟踪。 此更新包括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更新的数据集，除了提供有关初始版本中包括的 Git 存储库、拉取
请求和版本控制内容的重要指标，还提供对工作项的洞察。 有关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Visual Studio Online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help page（Power BI Visual Studio Online 内容包的帮助
页）。

2015 年年  7 月月  14 日日

Acumatica 云 ERP 提供了由强大而灵活的平台支持的一系列完全集成的业务管理应用，如财务、分配、
CRM 和项目记帐。 通过 Power BI Acumatica 内容包可以快速连接并深入了解商机数据。 此内容包包括
现成的仪表板、一组报表和一个策展数据集，用于浏览并提供详细信息，如按日期的赢得的商机总数。

在此处阅读更多信息。

Azure HDInsight 现在提供完全托管的 Spark 服务。 此功能允许迭代机器学习和交互式数据分析等场
景。 Power BI 允许你直接连接到提供简单和实时浏览的 HDInsight 上的 Spark 中的数据。 阅读我们
的帮助文档以了解更多信息。

Office 365 导航和应用程序启动器集成。 现在只需单击一下就可以导航到所有 Office 365 应用程序。
指定用户单击磁贴时导航到的自定义 URL。 现在你可以准确控制用户转至的位置：特定报表、其他仪表
板、SSRS 报表或外部网站。
Power BI 中你使用的存储的可见性和管理
配置问答中显示的视觉对象和字段

2015 年年  7 月月  7 日日

现在 Power BI 中提供了最令人期待、用户最需要的一个功能。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在 Power BI 中刷新
连接到本地源（如 SQL Server）的数据集。 你可以使用通过 Power Query 或 Power Pivot 导入到工作簿
的数据刷新从 Power BI Designer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2015 年年  6 月月  30 日日

我们发布了一个新的 Power BI UserVoice 内容包，可以帮助你监视和可视化 UserVoice 数据，并立即通
过可直接使用的仪表板和报表深入了解这些数据。

2015 年年  6 月月  23 日日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上载到 Power BI 服务后可以刷新（计划刷新和立即刷新）该文件。
自 12 月以来我们发布了 Power BI 的最重大的可视化变更：更清晰、更简单的获取数据功能体验。 现在
当你单击“获取数据”时，将显示单个屏幕，其中包括一组可供选择的类别。 这样你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
对你很重要的内容。

Azure SQL 数据仓库具有灵活的伸缩性，并且可进行大规模的并行处理。 在今天宣布的有限公共预览版
中，Power BI 允许你直接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仓库中存储的数据，以便进行简单而动态的数据浏览。
创建到数据仓库的连接后，将在你浏览数据时实时生成查询，并将查询发送回源。 这样你无需创建并上
载自定义数据模型，并且可以交互的方式浏览数据。

2015 年年  6 月月  16 日日

SweetIQ 允许通过提供位置来轻松跟踪本地列表，并允许查看本地搜索生态系统的数据。 Power BI 允许
通过提供使用 SweetIQ 数据生成的现成内容，分析和监视这些数据。 有关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 SweetIQ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help page（Power BI SweetIQ 内容包的帮助页）。

2015 年年  6 月月  9 日日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22/monitoring-your-visual-studio-online-work-items-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3/analyze-and-explore-your-acumatica-cloud-erp-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4/visualize-big-data-with-power-bi-and-spark-for-azure-hdinsight.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5/new-capabilities-added-to-power-bi.aspx#launcher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5/new-capabilities-added-to-power-bi.aspx#url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5/new-capabilities-added-to-power-bi.aspx#storage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15/new-capabilities-added-to-power-bi.aspx#visual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07/refresh-for-on-premises-sources-is-her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7/01/monitor-and-visualize-your-uservoice-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22/announcing-refresh-support-for-power-bi-designer-files-in-the-power-bi-servic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23/the-new-get-data-experienc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24/exploring-azure-sql-data-warehouse-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16/analyze-and-monitor-your-sweetiq-data-with-power-bi.aspx


Power BI 允许使用 MailChimp API（提供一系列现成的内容用于分析）监视并浏览数据。 通过为
MailChimp 场景策展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你可以轻松访问数据，例如 Top Campaigns of Total
Opens by Day of Week。 有关该内容包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MailChimp content pack for
Power BI documentation（Power BI MailChimp 内容包文档）。

2015 年年  6 月月  2 日日

可使用 Power BI 和 appFigures 内容包轻松地跟踪有关应用的重要统计信息。 有关该内容包如何连接和
入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Power BI 的 appFigures 内容包的文档。

2015 年年  5 月月  28 日日

使用我们的内容包快速深入了解 QuickBooks Online 帐户数据。 有关该内容包如何连接和入门的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QuickBooks Online 内容包的文档。

2015 年年  5 月月  13 日日

借助 Power BI 的最新更新，你可以使用一组现成的报表和一个自定义仪表板连接到 SQL 数据数据库审库审
核核记录的数据。 使用此内容包可以根据为你的报表创建的数据集来轻松查找可疑事件、异常活动和趋
势。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博客文章和文档。
你可以直接连接到存储在 Azure SQL 数据数据库库中的数据。 我们动态生成并向源发送查询，使你能够直接
通过数据库创建交互式报表。 你可以阅读博客文章和文档来获取更多信息。

2015年年  5 月月  7 日日

我们将产品外观更新为一种新型设计，此外观全新而独特，同时可让你关注有意义的东西：数据和洞察。

2015 年年  4 月月  28 日日

Power BI 现在有 44 种种语语言言版本。 请阅读我们的博客文章以查看完整的支持的语言列表。

2015 年年  4 月月  23 日日

你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新内容包可视化和浏览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数据！ 你可以阅读我
们的博客文章和文档来获取更多信息。

2015 年年  4 月月  15 日日

你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新内容包可视化和浏览 Google Analytics 数据！ 凭借 Google Analytics 内容包
你将获得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使你能够深入了解过去 6 个月你的网站的使用情况。 你可以阅读我们
的博客文章和文档来获取更多信息。

除包含问答和报表中的 KPI 和图像的卡片之外，你现在可以固定所有卡片固定所有卡片。

通过在查询的末尾使用短语“as card”，你可以在在问问答中使用卡片答中使用卡片

2015 年年  3 月月  31 日日

GitHub 仪表板新增了关注社区构建的视觉对象，不仅优化了计算，还改进了布局
SendGrid 仪表板新增了视觉对象和布局，有助于你获取更有意义的见解
现在可以在查询的末尾使用短语“as treemap”，从而在问答中使用树状图
你现在可以固定问答和报表中的树树状状图图

修复了大量 bug！

2015 年年  2 月月  25 日日

Bug 修复和用户体验和可靠性的改进。

2015 年年  1 月月  26 日日

通过修复各种 bug 改进了服务可用性和可靠性。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09/user-power-bi-to-monitor-and-visualize-your-mailchimp-data.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6/02/explore-and-analyze-your-appfigures-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5/28/get-quick-insights-into-your-quickbooks-online-account-data.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5/14/monitor-your-azure-sql-database-auditing-activity-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5/13/using-power-bi-to-visualize-and-explore-azure-sql-database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4/28/power-bi-preview-now-available-in-your-languag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4/23/monitor-and-explore-your-microsoft-dynamics-marketing-data-with-power-bi.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4/15/visualize-and-explore-your-google-analytics-data-with-power-bi.aspx


2014

后续步骤

2014 年年  12 月月  11 日日

改进了使用 OneDrive 进行刷新的可靠性。 在一些情况下未能从 OneDrive 刷新工作簿的问题已得到解
决。

什么是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以个人身份注册 Power BI
2018/8/2 • • Edit Online

有几种选择

NOTENOTE

注册所需前提条件

哪些哪些电电子子邮邮件地址可用于件地址可用于  Power BI Power BI？？

NOTENOTE

了解如何注册 Power BI 并开始使用，以满足你个人的报表和可视化需求。

Power BI 既是你的个人报表和可视化工具，还可用作组项目、部门或整个企业背后的分析和决策引擎。

本文将介绍注册并开始使用 Power BI 服务的多种方式。 有关 Power BI 免费版和 Power BI Pro 之间差异的信息，
请参阅 Power BI 免费版与 Power BI Pro。

作为个人身份，注册并开始使用 Power BI 有几种选择。 可以选择免费注册或购买 Power BI Pro 订阅。 如果注册
免费帐户，则在进入服务后，可以选择加入 Power BI Pro 的 60 天免费试用。

如果你的组织当前使用 Office 365，你仍然可以注册免费帐户。 你的 IT 管理员在购买 Power BI Pro 并分配许可
证方面也有多种选择。 有关 IT 管理员可用选择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如果你在组织中，个人注册可能会被禁用。 如果收到指示注册已被禁用的错误，请联系 IT 部门了解详细信息。

要注册 Power BI，需要一个工作电子邮件地址。 尝试注册 Power BI 时，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将不起作用。

Power BI 要求使用工作或学校电子邮件地址才能注册。 不支持使用电信提供商或使用者电子邮件服务提供的电
子邮件地址来注册 Power BI。 这包括 outlook.com、hotmail.com、gmail.com 和其他人。

如果你尝试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地址注册，则会收到一条指示要使用工作或学校电子邮件地址的消息。

你可以使用 .gov 或 .mil 地址注册 Power BI。 相关信息，请查看在 Power BI 服务中注册你的美国政府组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elf-service-signup-for-power-bi.md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govus-signup


NOTENOTE

需要哪一种？

以个人身份注册 Power BI（免费）

NOTENOTE

注册之后，可以邀请来宾用户使用包括个人帐户在内的任何电子邮件地址来查看你 Power BI 租户中的内容。

可以通过查看每种许可证类型的内容确定需要哪一种许可证。 除共享和协作功能外，免费用户可以使用服务的大
部分功能。 Power BI Pro 用户可以使用服务中的所有功能，但不是免费使用。 如果不需要共享任何内容，则可能
更适合使用免费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定价页。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介绍如何针对每个选择进行注册。

注册 Power BI 的最快方式是注册 Power BI（免费）帐户。 此帐户不收费，且你可以使用该服务中提供的很多功
能。

如果你收到一条注明“我们已经认识你”的消息，请尝试导航到 https://app.powerbi.com 并登录。

若要注册 Power BI，你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浏览到 powerbi.com。

2. 选择“免费开始”或“免费注册”。

3. 在入门页，选择 Power BI 下的“免费试用 >”。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what-is-azure-ad-b2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app.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这这在服在服务务中中显显示的内容示的内容

如果已是如果已是现现有有组织组织成成员员，情况又如何？，情况又如何？

4. 输入注册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注册注册。 请确保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可用于进行注册。 有关可以使用
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哪些电子邮件地址可用于 Power BI。

5. 你将收到指示查看电子邮件的消息。

6. 选择电子邮件内的链接以确认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将返回到注册流程。 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有关自己
的其他信息。

7. 然后转到 https://app.powerbi.com，你可以作为免费用户开始使用 Power BI。

处于服务中时，你可以通过转到齿轮齿轮图标并选择管理个人存管理个人存储储来验证是否具有免费帐户。

如果你的帐户属于现有组织，你将获得要求你使用该帐户登录的消息。 选择继续继续并使用 Office 365 登录名进行
登录。

然后你将看到要求你选择“开始”的消息。

https:


目前提供的 Power BI Pro 60 天试用版

NOTENOTE

NOTENOTE

NOTENOTE

这这在服在服务务中中显显示的内容示的内容

注册了免费帐户之后，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免费试用 Power BI Pro 60 天。 在试用版的持续时间内，你有权访问
所有 Pro 功能。 Power BI Pro 具有 Power BI 免费版本的所有功能，以及其他共享和协作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Power BI 定价。 若要试用 Power BI Pro 的 60 天免费试用版，请登录 Power BI，然后尝试以下这些 Power
BI Pro 功能之一：

创建应用工作区

共享仪表板

尝试其中任何功能时，系统都会提示你开始免费试用。 还可以通过转到齿轮图标并选择管理个人存管理个人存储储来选择使

用它。 然后选择右侧的免免费试费试用用  Pro。

然后可以选择开始开始试试用用。

利用此产品内 Power BI Pro 试用版的用户不会在 Office 365 管理门户内显示为 Power BI Pro 试用版用户（他们显示为
Power BI 免费用户）。 但是，他们会在 Power BI 中管理存管理存储储页面上显示为 Power BI Pro 试用版用户。

如果你是 IT 管理员，并且希望获取 Power BI 试用版许可证并部署给组织中的多个用户，而无需让单独用户分别接受试用条
款，则可以注册 Power BI Pro 订阅试用版。 你需要是 Office 365 全局或计帐管理员，或是创建新租户以注册管理员试用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2017 年 6 月 1 日推出了 Power BI Premium 并发布了对 Power BI 免费版产品/服务的更改，因此你可能符合使用扩展的 Pro
试用版的条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激活。

使用服务时，可以转到齿轮图标，然后选择“管理个人存储”，验证拥有的是否是 Power BI Pro 试用版帐户。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rtal.office.com/Signup/MainSignup15.aspx?OfferId=d59682f3-3e3b-4686-9c00-7c7c1c736085&dl=POWER_BI_PRO


如果需要完整的 Power BI Pro，该怎么办？

故障排除

症状症状 /错误错误消息消息 原因和解决方法原因和解决方法

个人个人电电子子邮邮件地址（例如，件地址（例如，nancy@gmail.com））在注册期间
看到如下消息： 

你输入的是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请输入你的工作电子邮件地

址，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地存储你公司的数据。 

或 

这看起来像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请输入你的工作地址，以便我

们可以将你和公司中的其他人相连接。请不必担心。我们不会

向任何人分享你的地址。

Power BI 不支持由使用者电子邮件服务或电信提供商提供的
电子邮件地址。 

若要完成注册，请使用你的工作单位或学校分配的电子邮件地

址再试一次。 

如果你仍无法注册并且愿意完成更高级的安装过程，则可以注

册新的 Office 365 试用版订阅并使用该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
册。 

以 Azure B2B 来宾的形式邀请用户帐户。

自助注册已禁用自助注册已禁用在注册期间，你会收到一条消息，如下所示： 

我们无法完成注册。你的 IT 部门已经关闭了注册 Microsoft
Power BI。请与他们联系以完成注册。 

或 

这看起来像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请输入你的工作地址，以便我

们可以将你和公司中的其他人相连接。请不必担心。我们不会

向任何人分享你的地址。

你组织的 IT 管理员已禁用自助注册 Power BI。 

若要完成注册，请与 IT 管理员联系，要求他们按照以下页面上
的说明允许现有用户注册 Power BI，并允许新用户加入现有租
户。 

如果通过合作伙伴注册 Office 365，也可能会遇到此问题。 了
解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 Power BI

电电子子邮邮件地址不是件地址不是  Office 365 ID在注册期间，你会收到一条
消息，如下所示： 

我们在 contoso.com 找不到你。你在工作或学校时使用其他
ID 吗？

请使用该 ID 尝试登录，如果不起作用，请与你的 IT 部门联
系。

你的组织使用不同于你的电子邮件地址的 ID 登录到 Office
365 和其他 Microsoft 服务。 例如，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可能是
Nancy.Smith@contoso.com，但你的 ID 是
nancys@contoso.com。 

若要完成注册，请使用你的组织分配的用于登录到 Office 365
或其他 Microsoft 服务的 ID。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请与你
的 IT 管理员联系。 

如果你仍无法注册并且能够完成更高级的安装过程，则可以注

册新的 Office 365 试用版订阅并使用该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
册。

后续步骤

个人身份不能获取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你需要告知 IT 管理员，让其购买许可证并分配给你的帐户。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在许多情况下，通过下面列出的简易自助注册过程可以实现 Power BI 注册。 但是，也有几个导致你可能无法完成
自助注册的原因。 下表总结了你可能无法完成注册的某些最常见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组织中的 Power BI（免费）
购买 Power BI Pro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what-is-azure-ad-b2b
https://support.office.com/en-ca/article/Power-BI-in-your-Organization-d7941332-8aec-4e5e-87e8-92073ce73dc5#BKMK_HowCanIAllowO365Tenant


适用于个人用户的 Power BI 服务协议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terms-of-service/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 Power BI 服务的基本概念
2018/8/6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

Power BI 概念

工作区

本文假设你已注册 Power BI 服务，且已添加了一些数据。

打开 Power BI 服务后，将看到显示一个仪仪表板表板。 仪表板可以区分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服务 UI 的主要功能如下：

1. 左侧导航窗格
2. 画布（在本例中为包含磁贴的仪表板）
3. 问题解答问题框
4. 图标按钮（包括帮助和反馈）
5. 仪表板标题（导航路径，也称为痕迹导航）
6. Office 365 应用程序启动程序
7. Power BI 主页按钮
8. 带标签的图标按钮

我们稍后将深入了解这些操作，不过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些 Power BI 概念。

或者，你可能想要在阅读本文的剩余部分前先观看该视频。 在视频中，Will 回顾基本概念并提供 Power
BI 服务的教程。

Power BI 的 4 个主要构建基块包括：仪表板、报表和工作簿和数据集。 这些基块一起组织成工作区。 在
深入了解 4 个构建基块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工作区。

工作区是 Power BI 中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的容器。 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和“应
用工作区”。 什么是应用？ Power BI 应用是仪表板和报表的集合，生成应用的目的是为组织提供关键指
标。 应用是交互性的，但不可编辑。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basic-concept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


数据集

“我的工作区”是个人工作区，供任何 Power BI 客户在其中处理自己的内容。 只有你自己才有权访问
你的工作区。 可以从“我的工作区”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如果想要在仪表板和报表上展开合作或创建
应用，那么你会想要在应用工作区中工作。

应用工作区用于与同事展开协作和共享内容。 也可以在其中为组织创建、发布和管理应用。 可将应用
工作区视为构成 Power BI 应用的内容的暂存区域和容器。 可将同事添加到应用工作区，然后在仪表
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方面进行协作。 所有应用工作区成员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但应用使
用者（有权访问应用的同事）不一定需要 Pro 许可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目录”中的共享工作共享工作部分，并从如何展开协作和共享仪表板与报表开始

现在，让我们继续了解 Power BI 构建基块。 仪表板或报表不能没有数据（嗯，你可以有空仪表板和空报
表，但是必须具有数据，它们才会有用），因此，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数据集吧。

数据集是导入或连接到的数据集合。 通过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并导入各种类型的数据集并将它们组
合在一起。

数据集与工作区相关联，单个数据集可以包含在多个工作区中。 打开某个工作区时，关联的数据集会列
在“数据集”选项卡下面。每个列出的数据集表示一个数据源，例如，OneDrive 上的 Excel 工作簿，或本地
SSAS 表格数据集或 Salesforce 数据集。 支持许多不同的数据源，并且我们一直在添加新的数据源。 请
参阅可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的数据集类型列表。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已选择“销售和市场营销”应用工作区，并单击了“数据集”选项卡。

一个一个数据集...

可在一个或多个工作区中反复使用。

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报表。

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仪表板上显示该数据集的可视化对象。

若要连接或导入数据集，请选择“获取数据”（左侧导航栏底部），或者选择“+ 创建”>“数据集”（右上角）。
按照说明连接到或导入特定的源，并将该数据集添加到活动的工作区。 新的数据集项目带有黄色星号标
记。 你在 Power BI 中所做的工作不会更改基础数据集。

如果你是应用工作区的一部分，一个工作区成员添加的数据集也可供其他工作区成员使用。



深入了解深入了解

报表

可以刷新、重命名、浏览和删除数据集。 使用数据集从头开始创建报表，或运行快速见解创建报表。 若要
查看哪些报表和仪表板已使用数据集，请选择“查看相关项”。 若要浏览数据集，请选择数据集。 你实际
执行的操作是在报表编辑器中打开数据集，在报表编辑器中，你可以真正开始深入了解数据并创建可视

化对象。 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 报表。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Power BI 的示例数据集

Power BI 报表是一页或多页可视化效果（折线图、饼图、树状图等图表和图形）。 可视化效果也称为视觉
对象。 报表中所有可视化对象来自单个数据集。 可以在 Power BI 中从头开始创建报表，可以使用同事
与你共享的仪表板导入报表，也可以在从 Excel、Power BI Desktop、数据库、SaaS 应用程序和应用连接
到数据集时创建报表。 例如，当你连接到包含 Power View 表的 Excel 工作簿时，Power BI 将基于这些表
创建报表。 当连接到 SaaS 应用程序时，Power BI 将导入预先构建的报表。

有两种模式可用来查看报表并与之交互：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只有创建报表的人员、共同所有者以及被
授权的那些人员有权访问该报表编辑视图的所有浏览、设计、构建和共享功能。 他们共享报表的对象可
以使用阅读视图了解报表并与之进行交互。

打开某个工作区时，关联的报表会列在“报表”选项卡下面。每个列出的报表代表只基于其中一个基础数
据集的一页或多页可视化对象。 若要打开报表，只需选择报表即可。

打开某个应用时，会同时显示一个仪表板。 若要访问基础报表，请选择从报表固定的仪表板磁贴（稍后将
详细介绍）。 请记住，并非所有磁贴都是从报表固定的，因此，可能需要单击几个磁贴才能找到所需的报
表。

默认情况下，报表将在“阅读”视图中打开。 只需选择“编辑报表”即可将其在编辑视图下打开（如果有所需
的权限）。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已选择“销售和市场营销”应用工作区，并单击了“报表”选项卡。

一个一个报表...

包含在单个工作区中

可与该工作区中的多个仪表板关联（从该报表固定的磁贴可以显示在多个仪表板上）。

可以使用来自一个数据集的数据进行创建。 （一个小例外是 Power BI Desktop 可以将多个数据集
组合到一个报表中，该报表可以导入到 Power BI）



深入了解深入了解

仪表板

NOTENOTE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报表

可以在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中创建仪表板，或者由同事在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中创建仪表板并与你共享。 它是一
个画布，其中包含零个或多个磁贴和小组件。 从报表或问答固定的每个磁贴显示通过数据集创建并固定
到仪表板的单个可视化对象。 可将整个报表页作为单个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有多种方法可将磁贴添加到
仪表板中，本概述主题中将会介绍很多。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人们为什么创建仪表板？ 下面只是其中一些原因：

为了快速查看做出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

为了监视有关业务的最重要信息

为了确保同一页面上的所有同事均查看和使用相同的信息

为了监视业务、产品、业务部门或市场营销活动的运行状况。

为了创建更大仪表板的个性化视图（所有指标都很重要）

打开某个工作区时，关联的仪表板会列在“仪表板”选项卡下面。选择某个仪表板即可将它打开。 打开某
个应用时，会同时显示一个仪表板。 每个仪表板代表一个自定义视图，其中包含基础数据集的某个子集。
如果你拥有该仪表板，则还对基础数据集和报表拥有编辑访问权限。 如果仪表板是共享的，则可与仪表
板和任何基础报表交互，但无法保存任何更改。

你或同事可以多种不同方式共享仪表板。 共享仪表板时需要 Power BI Pro，查看共享的仪表板时可能也
需要它。

“包含磁贴的仪表板”标题下更详细地介绍了固定和磁贴。

一个一个仪表板...

与单个工作区相关联

可以显示来自许多不同数据集的可视化对象

可以显示来自许多不同报表的可视化对象

可以显示在其他工具（例如 Excel）中固定的可视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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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簿

深入了解深入了解

我的工作区

1.1.导导航窗格航窗格（左（左侧侧））

创建新的空白仪表板并获取一些数据

复制仪表板

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工作簿是特殊类型的数据集。 如果你已阅读前面的数据集数据集部分，则大致已了解有关工作簿的所有信息。

但你可能想要知道，为何 Power BI 有时将 Excel 工作簿分类为数据集数据集，而有时又将它分类为工作簿工作簿。

对 Excel 文件使用“获取数据”时，可以选择“导入”或“连接”文件。 选择“连接”时，工作簿会显示在 Power
BI 中，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那样。 但与 Excel Online 不同，你会有一些出色的功能，可帮助你将各元素
从你的工作表固定仪表板中。

不能在 Power BI 中编辑你的工作簿。 但是，如果你需要进行一些更改，你可以单击“编辑”，然后选择在
Excel Online 中编辑你的工作簿或在计算机上的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你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会保存到
OneDrive 上的工作簿中。

从 Excel 工作簿文件中获取数据
从 Excel 发布到 Power BI

前面已介绍工作区和构建基块。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 Power BI 的界面，并了解构成 Power BI 服务登
陆页面的各个部分。

使用导航窗格可在工作区与 Power BI 构建基块（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之间定位和切换。



2.2.画布画布

选择“获取数据”，以将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添加到 Power BI。

使用此图标  展开和折叠导航栏。
选择“收藏夹”可以打开或管理收藏的内容。
选择“最近”可以查看和打开最近访问的内容。
选择“应用”可以查看、打开或删除某个应用。
同事是否与你共享了内容？ 选择“与我共享”可以搜索和排序内容，以找到所需的内容。
选择“工作区”可以显示和打开工作区。

单击

某个图标或标题可在内容视图中打开内容

向右箭头 (>) 可以打开“收藏夹”、“最近”和“工作区”的浮出菜单。
V 形图标 () 可以显示包含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的“我的工作区”滚动列表。
数据集可浏览数据集

由于我们打开了一个仪表板，画布区域中显示了可视化对象磁贴。 例如，如果我们已打开报表编辑器，
则画布区域会显示报表页。

仪表板由磁贴组成。 磁贴在报表编辑视图、问答和其他仪表板中创建，并且可从 Excel、SSRS 等应用中
进行固定。 称为小组件的特殊类型的磁贴将直接添加到仪表板中。 显示在仪表板上的磁贴是由报表创建
者/所有者专门放在仪表板上的。 向仪表板添加磁贴的操作称为固定。



3.3.问题问题解答解答问题问题框框

4.4.图标图标按按钮钮

5.5.仪仪表板表板标题标题（（导导航路径，也称航路径，也称为为痕迹痕迹导导航）航）

6.Office 365 6.Office 365 应应用启用启动动程序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仪表板（上述）。

浏览你数据的一种方法是提出问题并让 Power BI 问题与解答为你提供答案（采用可视化对象的形式） 可
以使用问答将内容添加到仪表板或报表。

问题与解答会在连接到仪表板的数据集中查找答案。 已连接的数据集是至少有一个磁贴固定到仪表板的
数据集。

开始键入问题后，问题与解答将带你进入问题与解答页面。 键入时，问题与解答将帮助你询问相应的问
题并通过改换、自动填充、建议以及更多功能来查找最佳答案。 当你拥有想要的可视化对象（答案）时，
将其固定到仪表板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问题与解答。

右上角的图标是用于指定设置、获取通知、下载内容、帮助以及向 Power BI 团队提供反馈的资源。 选择
双箭头以全屏 模式打开仪表板。

有时，我们难以判断哪个工作区和仪表板处于活动状态，为此，Power BI 将会创建导航路径。 在本示例
中，可以看到工作区（“我的工作区”）和仪表板标题（“零售分析示例”）。 如果我们打开了某个报表，该报表
的名称将追加到导航路径的末尾。 路径的每个部分是活动的超链接。

请注意仪表板标题后面的“C”图标。 此仪表板包含“机密”类型的数据分类标记。 标记确定数据的敏感度
和安全级别。 如果管理员已启用数据分类，则每个仪表板中都会设置一个默认标记。 仪表板所有者应根
据其仪表板的适当安全性级别更改该标记。

使用应用启动程序，只需单击一下鼠标，就能轻松访问所有 Office 365 应用。 在应用启动程序中，可以
快速启动电子邮件、文档、日历和其他应用。



7.Power BI 7.Power BI 主主页页

8.8.带标签带标签的的图标图标按按钮钮

后续步骤

选择此项会打开特色仪表板（如果已设置），否则会打开上次查看过的仪表板。

此屏幕区域包含用来与内容（在本例中为仪表板）交互的其他选项。 除了显示的带标签图标以外，还可以
选择省略号来显示用于复制、打印和刷新仪表板和其他内容的选项。

什么是 Power BI？
导航：使用 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视频
报表编辑器 - 教程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导航：在 Power BI 服务中搜索、查找和排序内容
2018/8/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在工作区中导航

在工作区中进行搜索和排序

可通过多种方法在 Power BI 服务中导航内容。 工作区中的内容已按类型进行组织：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
集。 此外，内容已按使用情况进行组织：收藏夹、最近、应用、与我共享和特色。 通过这些不同的内容浏览途径可以
在 Power BI 服务中快速找到所需的内容。

本文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不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服务按类型区分工作区内容：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 选择工作区时，可以看到这种组织形式。
在此示例中，应用工作区名为“销售和市场营销应用示例”，其中它包含 2 个仪表板、6 个报表、1 个工作簿和 5 个数
据集。

工作区包含四个内容选项卡：仪表板、报表、工作簿和数据集。 每个选项卡都包含搜索字段和一个排序按钮。 刚开始
使用 Power BI 服务时，可能不易发现它们的用途，因为每个选项卡只有一两个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你
可能会获得较长的内容列表。 使用搜索和排序可以轻松地查找你需要的内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navigation-search-filter-sort.md


使用左侧导航栏导航

输入搜索词在当前屏幕上查找匹配项

选择排序按钮可显示当前页的选项。 这些选项可按名称或所有者进行排序。

左侧导航窗格对内容进行分类，方便你快捷地找到所需的内容。

创建供自己使用的内容位于 “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中，所创建的和与组共享的内容位于 “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 中，与你共享的内
容位于 “与我共享的内容与我共享的内容” 中，而最近访问的内容则显示在 “最近最近访问访问” 中。

此外，你可以标记作为内容收藏和特色。 选取一个你希望经常查看的仪表板，并将其设置为特色仪表板。 每次打开
Power BI 服务时，这将是首先显示的仪表板。 你是否有大量经常访问的仪表板和应用？ 通过将它们设置为收藏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项，可以始终通过左侧导航栏进行访问。

。

对于数据集，所有者无法使用排序依据排序依据。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查看 Power BI 服务中的相关内容
2018/6/2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查看仪表板的相关内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t=3m05s

“相关内容”窗格显示了 Power BI 服务内容（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的互连方式。 此窗格经过优化，可以在其中执行
刷新、重命名、生成见解等常见任务。 选择相关的报表或仪表板即可在 Power BI 工作区中打开。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报表是在数据集的基础之上生成，报表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中，仪表板视觉对象可以链接

回报表。 不过，如何知道哪些仪表板在托管“市场营销”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如何查找这些仪表板？ “采购”仪表
板是否在使用多个数据集中的可视化效果？ 如果是，这些数据集的名称是什么？该如何打开并编辑这些数据集？
“人力资源”数据集是否用于任何报表或仪表板？能否移动此数据集，而又不断开任何链接？ 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可
以在“相关内容”窗格中找到答案。 在此窗格中，不仅可以查看相关内容，还可以对内容执行操作，并轻松地在相关内
容之间进行导航。

“相关内容”功能不适用于流数据集。

观看 Will 查看仪表板的相关内容。 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用“采购分析”示例数据集自己尝试。

至少要拥有对仪表板的查看权限，才能打开“相关内容”窗格。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采购分析”示例。

方法 1

在工作区中，依次选择“仪表板”选项卡和“相关视图”图标 。

方法 2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lated-conten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2vd4MQrz4M#t=3m05s


查看报表的相关内容

打开仪表板，从顶部菜单栏中选择  。

此时，“相关内容”窗格会打开。 其中显示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此仪表板的所有报表及其关联的数据集。 此仪表板固
定了 3 个不同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这些报表又以 3 个不同的数据集为依据。

在此窗格中，可以直接对相关内容执行操作。 例如，选择报表名称即可打开报表。 对于列出的报表，可以选择用于在
Excel 中分析、重命名或获取见解的图标。 对于数据集，可以选择用于新建报表、刷新、重命名、在 Excel 中分析、获
取见解的图标，也可以打开数据集的“设置”窗口。

至少要拥有对报表的查看权限，才能打开“相关内容”窗格。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采购分析”示例。

方法 1

在工作区中，依次选择“报表”选项卡和“相关视图”图标 。

方法 2

在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然后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

此时，“相关内容”窗格会打开。 其中显示了关联的数据集，以及至少有一个磁贴固定了此报表的可视化效果的所有
仪表板。 此报表的可视化效果固定到 2 个不同的仪表板。



查看数据集的相关内容

限制和疑难解答

在此窗格中，可以直接对相关内容执行操作。 例如，选择仪表板名称即可打开仪表板。 对于列出的任何仪表板，可以
选择用于与其他用户共享仪表板的图标，也可以打开仪表板的“设置”窗口。 对于数据集，可以选择用于新建报
表、刷新、重命名、在 Excel 中分析、获取见解的图标，也可以打开数据集的“设置”窗口。

至少要拥有对数据集的查看权限，才能打开“相关内容”窗格。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采购分析”示例。

在工作区中，选择“数据集”选项卡，然后找到“相关视图”图标 。

选择此图标，可以打开“相关内容”窗格。

在此窗格中，可以直接对相关内容执行操作。 例如，选择仪表板或报表名称即可打开仪表板或报表。 对于列出的任
何仪表板，可以选择用于与其他用户共享仪表板的图标，也可以打开仪表板的“设置”窗口。 对于报表，可以选择用
于在 Excel 中分析、重命名或获取见解的图标。



后续步骤

如果浏览器的空间不够，将看不到“相关视图”选项，但仍可以看到“相关视图”图标 。 选择此图标，可以打
开“相关内容”窗格。
必须在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才能打开“相关内容”窗格。
Power BI Desktop 不支持“相关内容”功能。
“相关内容”功能不适用于流数据集。

Power BI 服务入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中最近最近访问访问的的内容
2018/7/20 • • Edit Online

什么是最近访问的内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显示最近访问的内容

最近的内容是你上次访问的项目，最多显示 20 个项目。 其中包括：跨所有工作区的仪表板、报表、应用和工作簿。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演示如何填充“最新动态”内容列表。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自行进行
尝试。

若要查看最近访问的五个项目，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最近访问”右侧的箭头。 你可以在此处选择最近访问的内容来
打开它。 仅列出最近访问的五个项目。

如果你最近访问的项目超过五个，请选择“查看所有”以打开“最近访问”屏幕（请参阅下方）。 还可以从左侧导航栏中
选择“最近访问”，或“最近访问”  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cen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后续步骤

在此处，你可以按照在各个仪仪表板表板、报报表表和工作簿工作簿选项卡以及在应应用用屏幕上操作的方式与内容进行交互。

Power BI 服务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选择使用 Power BI 服务预览功能
2018/6/27 • • Edit Online

什么是 预览功能 ?

TIPTIP

查找预览并将其打开（和关闭）

在改进 Power BI 服务期间，我们将以预览功能的形式发布一些新功能。 预览功能可以启用和禁用，让你有机会试
试这些功能。

预览功能也可用于 Power BI Desktop，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Power BI Desktop 社区论坛。

1. 在 Power BI 屏幕右上角，依次选择齿轮图标和“设设置置”，打开“设置”菜单。

。

2. 选择“常规”选项卡。如果预览存在，你将看到“预览功能”选项，或者看到左侧列出的预览功能。 在此示例中，
为 ArcGIS 地图列出了预览功能。

3. 选中“开”单选按钮或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尝试新体验。 然后选择“应用”。

4. 若要禁用预览功能，请执行上述第 1-3 步，在步骤 3 中选择“关”或去除相应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应用”。

有疑问或反馈吗？ 请访问 Power BI 社区论坛。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view-features.md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Desktop/bd-p/power-bi-design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t5/Navigation-Preview-Forum/bd-p/NavigationPreview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仪表板的优点

Power BI 仪仪表板表板是单个页面，通常称为画布，使用可视化效果来讲述故事。 因为它被限制为一页，精心设计的
仪表板仅包含该故事的最重要元素。

你在仪表板上看到的可视化效果称为磁贴，并且固定到报表中的仪表板。 如果不熟悉 Power BI，可以通过阅读
Power BI 基本概念详细了解基础知识。

仪表板是 Power BI 服务的一项功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不可用。 无法在移动设备上创建仪表板，但可以查看和共享。

仪表板上的可视化效果来自报表，并且每个报表基于一个数据集。 事实上，一种想到仪表板的方法就是进入基
础报表和数据集。 选择一个可视化效果可将你转到用于创建仪表板的报表（和数据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s.md


仪表板与报表

功能功能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页面 一个页面 一个或多个页面

数据源 每个仪表板的一个或多个报表和一个

或多个数据集

每个报表的单个数据集

可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否 是，可以在 Desktop 中创建和查看报表

固定 只能将现有的可视化效果（磁贴）从当

前仪表板固定到其他仪表板

可以将可视化效果（作为磁贴）固定到

任何仪表板。 可以将整个报表页面固定
到任何仪表板。

订阅 无法订阅仪表板 可以订阅报表页面

筛选 无法筛选或切片 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筛选、突出显示和切

片

设置警报 当满足某些条件时，可以创建警报以向

你发送电子邮件

否

功能 可以将一个仪表板设置为“精选”仪表板 无法创建精选报表

自然语言查询 从仪表板可用 从报表不可用

可以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 不行。 事实上，如果报表所有者更改报
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那么仪表板上

的固定可视化效果不会更新

是

可以看到基础数据集表和字段 不行。 可以导出数据，但看不到仪表板
本身的表和字段。

是的。 可以查看数据集表和字段以及
值。

可以创建可视化效果 仅限于使用“添加磁贴”向仪表板添加小
部件

可以通过“编辑”权限创建许多不同类型
的视觉对象、添加自定义视觉对象、编

辑视觉对象等

自定义 可以通过移动和排列、调整大小、添加

链接、重命名、删除和显示全屏等可视

化效果（磁贴）来进行自定义。 但是数据
和可视化效果本身是只读的。

在“阅读”视图中，你可以发布、嵌入、筛
选、导出、下载为 .pbix，查看相关内容，
生成 QR 码，在 Excel 中进行分析等。
在“编辑”视图中，你可以执行目前为止
所提到的一切操作，甚至更多操作。

仪表板创建者和仪表板使用者

仪表板是监控你的业务、寻找答案以及查看所有最重要指标的绝佳方法。 仪表板上的可视化效果可能来自一个
或许多个基础数据集，也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基础报表。 仪表板将本地数据和云数据合并到一起，提供合并视
图（无论数据源自哪里）。

仪表板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图片；它具有高度互动性和高度可定制性，并且磁贴随着基础数据的更改而更新。

报表经常与仪表板混淆，因为它们也是填充可视化效果的画布。 但它们存在一些主要差异。

根据你的角色，你可能会创建仪表板供你自己使用或与同事共享。 你想了解如何创建和共享仪表板。 或者，你
可能会从其他人那里接收仪表板。 你想要了解如何了解并与仪表板进行交互。



如果你要如果你要创创建和共享建和共享仪仪表板表板

如果你要接收和使用如果你要接收和使用仪仪表板表板

TIPTIP

后续步骤

以下是一些按角色提供的主题，可帮助你入门。

共享仪表板和查看共享仪表板都需要 Power BI Pro。

使用我们其中一个示例从报表创建仪表板。

了解仪表板磁贴以及将其固定到仪表板的所有不同方式。

通过创建与问答自然语言查询和快速见解良好结合的仪表板帮助你的仪表板使用者。

发现你可以与同事共享仪表板的所有不同方式。

通过参观我们的示例仪表板之一，轻松了解仪表板的使用。

了解仪表板磁贴，以及当你选择一个磁贴时将发生的情况。

不喜欢仪表板的外观？ 你可以调整大小、移动和重命名磁贴。
想要跟踪单个仪表板磁贴并在该磁贴达到某个阈值时接收电子邮件？ 在磁贴上创建警报。
随时询问你的仪表板相关问题。 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问答询问有关你的数据的问题，并以可视化效果的
形式获得答案。

如果在此处未找到你所查找的内容，请使用左侧的“目录”。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Power BI 问答
2018/7/20 • • Edit Online

“问答”是什么？

NOTENOTE

面向使用者的 Power BI 问答

有时从你的数据中获得答案的最快方法是使用自然语言提问。 例如，“去年的销售总额是多少”。
使用“问答”来利用直观、自然的语言功能浏览数据并接收图表和图形形式的答案。 “问答”与搜索
引擎不同 --“问答”仅提供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的结果。

可以本文为起点，了解 Power BI 问答的方方面面。 请选择下面的链接，了解 Power BI 问答在
Power BI 服务（仪表板和报表）、Power BI Desktop（报表）、Power BI Embedded 和 Power BI 移
动版中的工作原理。

Power BI 问答仅支持回答用英文提问的自然语言查询。 你还可以尝试使用西班牙语提问的预览功能。
在“Power BI Desktop”中，转到“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查找“预览功能”选项卡。选中“问答的西班牙
语支持”对应的框。

提问仅仅是个开始。 在完善数据或扩展问题、发现可信的新信息、专注细节以及缩小以获得更宽
广的视野的过程中找到乐趣吧。 你将会满意你的见解和发现。

体验是真正的交互式…并且快速！ 由内存存储提供支持，响应几乎瞬时完成。

如果同事与你共享仪表板，将会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的仪表板上、Power BI 移
动版中的仪表板底部和 Power BI Embedded 中的可视化效果上方看到 Power BI 问答的提问框。
只有在所有者授予编辑权限后，才能使用 Power BI 问答浏览数据，但无法保存通过 Power BI 问
答创建的任何可视化效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q-and-a.md


面向创建者的 Power BI 问答

问答如何知道怎样回答问题？

问问答使用哪些数据集？答使用哪些数据集？

若为 Power BI 报表的创建者，或拥有对数据集的编辑权限，将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上，
以及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每个报表页上看到 Power BI 问答的提问框。 使
用 Power BI 问答创建的任何可视化效果都可以保存到仪表板和报表。

除了可以使用 Power BI 问答浏览数据之外，创建者和数据集所有者还能提升使用者的 Power BI
问答体验，具体是通过修改数据集、添加特别推荐问题，以及为本地实时连接数据集启用和禁用

Power BI 问答。 在 Embedded 方案中，开发人员可以在“交互式”和“仅结果”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
选择。

问答如何知道怎样回答特定于数据的问题？ 它依赖于基础数据集中的表、列和计算字段的名称。
因此你（或数据集所有者）对它们的称谓才最重要！

例如，假设你有这样一个 Excel 表，表名称为“销售”，其中列标题有“产品”、“月份”、“销售件数”、
“销售总额”和“利润”。 你就可以对任何这些条目提问。 你可以请求提供“显示销售额”、“按月显示
总利润”、“按销售件数对产品排序”等。

问答可以根据数据集的整理方式进行回答。 它对 Salesforce 中的数据如何处理？ 当连接到
salesforce.com 帐户时，Power BI 会自动生成一个仪表板。 当你使用问答开始提问时，请同时查
看一下在仪表板可视化效果中显示的数据和在问答下拉列表中显示的数据。

如果可视化效果的轴标签和值包括“销售额”、“帐户”、“月份”和“商机”，则可以有把握地提出以
下问题：“哪个帐户的商机最大”或“以条形图的形式按月显示销售额”。
如果下拉列表包括“销售人员”、“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年份”，则可以有把握地提出以下问
题：“2013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哪个销售人员的销售额最低”。



问问答使用哪些可答使用哪些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

有关 Power BI 问答的详细信息

如果可以通过 Google Analytics（Google 分析）获取网站性能数据，则可以向“问答”提出关于花在
网页上的时间、独特网页访问数以及用户参与度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要查询地理数据，则可以按
位置就年龄和家庭收入提问。

问答会根据要显示的数据选取最佳的可视化效果。 有时，可将基础数据集中的数据定义为特定类
型或类别，以帮助问答识别如何显示数据。 例如，如果数据被定义为日期类型，则该数据很有可
能显示为线图。 如果将数据分类为城市，则很有可能显示为地图。

通过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你的问题，还可以告知“问答”要使用哪个可视化效果。 但请记住，“问
答”并非总能显示你请求的可视化效果类型中的数据。

有关“问答”可识别的关键字的信息，请参阅提问技巧。

概述：如何在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中使用 Power BI 问答：逐步介绍了如何使用 Power BI 问
答，并概述了它的全部工作原理。

Microsoft Power BI 移动版应用：适用于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设备上的 iOS。

Microsoft Power BI Embedded：将 Power BI 问答合并到应用程序中。

在“问答”中提问的提示：学习如何与“问答”交谈以获得可能的最佳结果。

将精选问题添加到你的数据集，“问答”将向你的同事推荐这些问题。

为本地数据集启用 Power BI 问答：如需使用网关连接到数据集，请使用 Power BI 设置来启用和
禁用 Power BI 问答。

教程：通过“零售销售额示例”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 Power BI 问答：在实际行业中使用 Power
BI 问答的教程。

将你的数据与“问答”很好地配合使用：你是创建数据集和数据模型的人员吗？ 那么本主题适合
你。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报表
2018/7/17 • • Edit Online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

报表的优点

仪表板与报表

功能功能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页面 一个页面 一个或多个页面

数据源 每个仪表板的一个或多个报表和一个

或多个数据集

每个报表的单个数据集

Power BI 报报表表是数据集的多角度视图，使用可视化效果表示数据集的各种结果和可以给予人的启发。 报表可
包含单个可视化效果，也可包含充满可视化效果的多个页面。 根据你的作业角色，你可能是 创建 报表和/或
使用 报表的人。

此报表有 3 个页面（或选项卡），我们当前查看的是“商店销售额概述”页面。 此页面上有 6 个不同的可视化效
果和一个页标题。 可视化效果可固定到仪表板，当固定的可视化效果被选中后，它将打开从其中固定它的报
表。

如果你不熟悉 Power BI，可以通过阅读 Power BI 基本概念详细了解基础知识

报表是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的一项功能。 使用报表的体验几乎相同。 在移动设备中无法创建
报表，但可以查看、共享报表并对其添加批注。

报表以单个数据集为基础。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分别表示信息的一个功能。 此外，可视化效果不是静态的；
你可以添加和删除数据，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并在深入探究数据时应用筛选器和切片器，从而发现见解并

寻找答案。 报表类似于仪表板，但它更具有高度互动性和高度可定制性，并且可视化效果随着基础数据的更
改而更新。

仪表板经常与报表混淆，因为它们也是填充可视化效果的画布。 但它们存在一些主要差异。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s.md


可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否 是，可以在 Desktop 中创建和查看报
表

固定 只能将现有的可视化效果（磁贴）从当

前仪表板固定到其他仪表板

可以将可视化效果（作为磁贴）固定到

任何仪表板。 可以将整个报表页面固
定到任何仪表板。

订阅 无法订阅仪表板 可以订阅报表页面

筛选 无法筛选或切片 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筛选、突出显示和

切片

设置警报 当满足某些条件时，可以创建警报以

向你发送电子邮件

否

功能 可以将一个仪表板设置为“精选”仪表
板

无法创建精选报表

自然语言查询 从仪表板可用 从报表不可用

可以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 不行。 事实上，如果报表所有者更改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那么仪表

板上的固定可视化效果不会更新

是

可以看到基础数据集表和字段 不行。 可以导出数据，但看不到仪表
板本身的表和字段。

是的。 可以查看数据集表和字段以及
值。

可以创建可视化效果 仅限于使用“添加磁贴”向仪表板添加
小部件

可以通过“编辑”权限创建许多不同类
型的视觉对象、添加自定义视觉对象、

编辑视觉对象等

自定义 可以通过移动和排列、调整大小、添加

链接、重命名、删除和显示全屏等可视

化效果（磁贴）来进行自定义。 但是数
据和可视化效果本身是只读的。

在“阅读”视图中，你可以发布、嵌入、
筛选、导出、下载为 .pbix，查看相关内
容，生成 QR 码，在 Excel 中进行分析
等。 在“编辑”视图中，你可以执行目前
为止所提到的一切操作，甚至更多操

作。

功能功能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报表创创建者建者和报表使用者使用者

如果你要如果你要创创建和共享建和共享报报表表

如果你要接收和使用如果你要接收和使用报报表表

根据你的角色，你可能会创建报表供你自己使用或与同事共享。 你想了解如何创建和共享报表。 或者，你可
能会从其他人那里接收报表。 你想要了解如何理解报表并与报表进行交互。

以下是一些按角色提供的主题，可帮助你入门。

通过 Power BI 服务教程入门，这样便知道从哪里找到报表和报表工具。
简要了解报表编辑器。

了解如何从数据集创建报表。

了解如何使用可视化效果、页面和报表级筛选器

发现你可以与同事共享报表的所有不同方式。



TIPTIP

后续步骤

通过 Power BI 服务教程入门，这样便知道从哪里找到报表和报表工具。
了解如何打开报表以及阅读视图中所有可用的交互。

通过查看我们的任一示例轻松了解报表的使用。

不再需要报表？ 可以将其删除。
若要查看报表正在使用哪个数据集及哪个仪表板从报表固定磁贴，请查看相关内容。

如果在此处未找到你所查找的内容，请使用左侧的“目录”浏览所有的 报表 主题。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的 Cortana 快速查找和查看 Power BI
数据
2018/7/5 • • Edit Online

预览 Windows 10 的新 Cortana 仪表板搜索体验

NOTENOTE

Power BI 的 Cortana 文档

Cortana 和 Power BI 如何协作？

在 Windows 10 设备上使用 Cortana 获取重要业务问题的即时答案。 通过与 Power BI 集成，Cortana 可以直接从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检索关键信息。 需要 Windows 10 的 2015 年 11 月版本或更高版本、Cortana、 Power BI，
并访问至少一个数据集。

一段时间以来，你已经能够使用 Cortana 检索某些类型的报表页。 现在，我们添加了新体验，即同时还能够检索仪
表板。 请进行尝试并向我们发送反馈。 最终，新体验将得以扩展，将对报表的 Cortana 搜索也包括在内。 新体验的
主要优点之一是，无需执行任何特殊的设置操作（即无需启用 Cortana 或配置 Windows 10），它就能正常工作。

如果它无法“正常工作”，请参阅疑难解答文章寻求帮助。

 Microsof t  的 Azure 搜索服务基础技术使用的是 。 此搜索服务提供额外的功能，如智能排名、错误纠正和自动完成。

这两种 Cortana 体验将并行存在。

我们有 4 个文档可以指导你完成设置和使用 Power BI 的 Cortana。 本系列文章将指导你完成以下步骤

文章文章  1（本文）：了解 Cortana 和 Power BI 如何协同工作

文章文章  2：搜索 Power BI 报表：启用 Cortana - Power BI - Windows 集成

文章文章  3：搜索 Power BI 报表：创建特殊的 Cortana 回复卡

文章文章  4：解决问题

当你使用 Cortana 提问时，Power BI 可以是 Cortana 查找答案的位置之一。 在 Power BI 中，Cortana 可以从
Power BI 报表（包含名为 Cortana 回复卡的特殊类型的报表页）和 Power BI 仪表板中找到丰富的数据驱动的答案。

如果 Cortana 找到匹配项，就会在 Cortana 屏幕中显示仪表板或报表页的名称。 可以在 Power BI 中打开仪表板或
报表页。 也可以在 Cortana 中浏览报表页，它们是交互式的。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rtana-intro.md
mailto:pbicortanasg@microsoft.com


Cortana Cortana 和和仪仪表板（新体表板（新体验验））

Cortana Cortana 和和报报表表

Cortana 可以在你拥有的仪表板和已与你共享的仪表板中找到答案。 使用标题、关键字、所有者名称、工作区名
称、应用名称等向 Cortana 提问。

问题必须具有至少 2 个词语，Cortana 才能找到答案。 因此，如果搜索名称中只有一个词语（即“营销”）的仪表板，
请在问题中添加“显示”、“Power BI”或“”一词，如“显示营销”和“michele hart 示例”所示。

如果仪表板的标题包含多个词语，并且如果你的搜索至少匹配其中两个字，或者如果仪表板匹配其中一个词加上所

有者名称，则 Cortana 只会返回该仪表板。 对于名为“客户盈利率示例”的仪表板：

“向我显示客户”不会返回 Power BI 仪表板结果。

诸如“向我显示客户盈利率”、“客户 p”、“客户 s”、“盈利率示例”、“michele hart 示例”、“显示客户盈利率示
例”和“向我显示客户 p”等查询文本将返回 Power BI 结果。

由于添加“powerbi”一词可计作 2 个必需词之一，因此，“powerbi 示例”会返回 Power BI 结果。

Cortana 可以在具有专门设计以供 Cortana 显示的页的报表中找到答案。 只需使用其中一个专门的报表页中的标
题或关键字提问。

报表的基础技术使用的是 Microsoft 的 Power BI 问答。



NOTENOTE

使用 Cortana 从 Power BI 获取答案

在 Cortana 中提问时，Power BI 将从专门为 Cortana 设计的报表页中进行回答。 可能的答案由 Cortana 直接从
Power BI 中已经创建的 Cortana 回复卡确定。 若要进一步探索答案，只需在 Power BI 中打开一个结果。

必须先使用 Power BI 服务启用此功能并将 Windows 设置为与 Power BI 进行通信，然后 Cortana 才能在 Power BI 报表中查
找答案。

NOTENOTE

1. 在 Cortana 中启动。 打开 Cortana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选择任务栏中的 Cortana 图标（如下图所示）、使用语
音命令或点击 Windows 移动设备上的搜索图标。

2. Cortana 准备就绪后，在 Cortana 搜索栏中键入或说出你的问题。 Cortana 将显示可用的结果。 如果有匹配
该问题的 Power BI 仪表板，则会显示在“最佳匹配”或“Power BI”下。

目前仅支持英文。

3. 选择仪表板，在 Cortana 中打开它。



可以通过编辑仪表板的手机视图来更改布局。

4. 在 Cortana 中，还可以使用相应的选项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移动版中打开仪表板。 通过选择“在
Web 上打开”，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仪表板。

5. 现在，我们使用 Cortana 搜索报表。 我们需要知道报表是否具有包含 Cortana 回复卡的页。 在此示例中，名
为“Cortana-New-Stores”的报表具有名为“Cortana 商店”的 Cortana 回复卡页。

在 Cortana 搜索栏中键入或说出你的问题。 Cortana 将显示可用的结果。 如果有匹配该问题的 Power BI 报
表页，则会显示在“最佳匹配”或“Power BI”下。 在本示例中，我用来创建回复卡的 .pbix 文件（和备份）也会显
示在“文档”下。



6. 选择“Cortana 商店”报表页，在 Cortana 窗口中显示它。

请注意，回复卡是由数据集所有者创建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Power BI 报表页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Cortana 回复卡。

7. 不仅仅如此。 还可以与回复卡上的可视化效果交互，就像在 Power BI 中一样。

例如，在一个可视化效果上选择一个元素来交叉筛选和突出显示回复卡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或者，改为使用自然语言来筛选结果。 例如，搜索“Cortana stores for Lindseys”，会看到卡经过筛选后
仅显示 Lindseys 连锁店的数据。

8. 继续探索。 滚动到 Cortana 窗口的底部，选择“在在  Power BI 中打开中打开”。

9. 随即在 Power BI 中打开报表页。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Cortana 将无法访问还没有为 Power BI 启用的任何 Cortana 卡。
仍无法让 Cortana 与 Power BI 协同工作？ 请尝试查阅 Cortana 疑难解答。
Power BI 的 Cortana 目前仅以英语提供。
Power BI 的 Cortana 仅在 Windows 移动设备上可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为报表启用 Cortana - Power BI - Windows 集成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2018/6/28 • • Edit Online

在推入数据时

NOTENOTE

固定磁贴，从...

仪表板和仪表板磁贴是 Power BI 服务的一项功能，而不是 Power BI Desktop 的功能。 虽然无
法在 Power BI 移动设备中创建或固定仪表板磁贴，但可以查看和共享这些磁贴。 在 Power BI
移动设备中，可以使用 iPhone 应用将照片添加到仪表板。

磁贴就是固定到仪表板的数据快照。 磁贴可以从报表、数据集、仪表板、问答框、Excel 和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等中创建。 此屏幕截图显示了固定到仪表板的许多不同的磁
贴。

除了固定，还可使用添加磁贴直接在仪表板上创建独立磁贴。 独立磁贴包含：文本框、图像、视
频、流数据和 Web 内容。

是否需要了解构成 Power BI 的构建块的帮助？ 请参阅 Power BI - 基本概念。

如果原始可视化效果用于创建磁贴更改，则磁贴不会更改。 例如，如果从报表固定一个折线图，然后将折
线图更改为条形图，则仪表板磁贴将继续显示为折线图。 数据将会刷新，但可视化效果类型不会。

向仪表板添加（固定）磁贴有多种不同的方法。 可从以下位置固定磁贴：

Power BI 问答
报表

其他仪表板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 Excel 工作簿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快速见解

SSRS

还可以直接在仪表板上使用“添加磁贴”创建图像、文本框、视频、流数据和 Web 内容的独立磁
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tiles.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04784.aspx


与仪表板上的磁贴进行交互

移移动动和重和重设设磁磁贴贴大小大小

将鼠将鼠标悬标悬停在磁停在磁贴贴上以更改外上以更改外观观和行和行为为

选择选择（（单击单击）磁）磁贴贴

获取一个磁贴并将它在仪表板上移动。 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柄 ，并选择它重设磁贴大小。

1. 将鼠标悬停在磁贴上以显示省略号。

2. 选择省略号以打开磁贴操作菜单。

此处你可以：

打开用于创建此磁贴的报表 

打开用于创建此磁贴的工作表 

在焦点模式下查看 

导出磁贴中使用的数据 

编辑标题和副标题、添加超链接、显示上次刷新时间 

运行见解 

将磁贴固定到另一个仪表板 

删除图标 
3. 若要关闭操作菜单，请在画布中选择空白区域。



NOTENOTE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选择磁贴时，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创建该磁贴的方式以及其是否有自定义链接。 如果
它有自定义链接，则选择该磁贴将转到该链接。 否则，选择磁贴将转到报表、Excel 联机工作
簿、本地 SSRS 报表或用于创建该磁贴的问答问题。

这对在仪表板上直接使用“添加磁添加磁贴贴 ”创建的视频磁贴不适用。 选择视频磁贴（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将导
致视频直接在仪表板上播放。

如果未保存用于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报表，则选择磁贴将不会产生任何操作。

如果该磁贴从 Excel Online 中的工作簿创建，并且你甚至不具有此工作薄的读取权限，则选
择该磁贴将不会在 Excel Online 中打开工作簿。
对于使用添加磁添加磁贴贴直接在仪表板上创建的磁贴，如果已经设置了自定义超链接，则选择标

题、副标题或磁贴都将打开该 URL。 或者，默认情况下，选择直接在仪表板上创建的磁贴的
图像、Web 代码或文本框都不会产生任何操作。
如果没有 SSRS 内的报表的权限，选择从 SSRS 创建的磁贴将出现一个页面，指示你没有访
问权限 (rsAccessDenied)。
如果你没有 SSRS 服务器所在网络的访问权限，选择从 SSRS 创建的磁贴将出现一个页面，
指示找不到服务器 (HTTP 404)。 你的设备需要具有对报表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权限才能查看
该报表。

如果原始可视化效果用于创建磁贴更改，则磁贴不会更改。 例如，如果从报表固定一个折线
图，然后将折线图更改为条形图，则仪表板磁贴将继续显示为折线图。 数据将会刷新，但可
视化效果类型不会。

为仪表板创建卡片（大数字磁贴）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数据刷新

Power BI - 基本概念

将磁贴导出到 Power Point

将 Reporting Services 项目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dev/archive/2015/09/28/integrating-power-bi-tiles-into-office-documents.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04784.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显示已与我共享的 Power BI 仪表板
2018/6/28 • • Edit Online

与我共享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可在“与我共享的内容”屏幕中执行的操作

由所有者筛选共享仪表板

当同事与你共享仪表板时，其标题将添加到你的“与我共享的内容”列表。 仪表板只能从“与我共享的内容”中获取，
无法从工作区或“应用”中获取。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介绍“与我共享”内容列表，并演示如何导航和筛选此列表。 然后按照视频下面的分
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要查看与你共享的仪表板，你需要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请阅读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了解详细信息。

与仪表板和基础报表进行交互有多个选项，具体取决于所有者为你提供的权限。 其中包括能够创建仪表板的副本、
在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以及重新与其他同事共享。

NOTENOTE

选择星形图标将仪表板添加到收藏夹。

删除仪表板 

某些仪表板可以重新共享 

另外，如果你的仪表板列表过长，请使用搜索字段和排序找到所需的仪表板。

有关 EGRC 分类的信息，请选择分类按钮或访问仪表板数据分类。

选择要打开并浏览的仪表板名称。 打开共享仪表板后，可以使用问答对基础数据进行提问，或者选择磁贴以
打开阅读视图中的报表并与其进行交互。

“与我共享的内容”屏幕中的内容可以由内容所有者进一步筛选。 例如，如果我选择“Amanda”，将只看到 Amanda 与
我共享的仪表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hared-with-m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后续步骤

Power BI - 基本概念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2018/8/2 • • Edit Online

了解数据刷新

确保始终获得最新数据对于制定正确决策通常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能已在 Power BI 中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
并上载一些数据，创建了一些报表和仪表板。 现在，你要确保数据确实是最新且最好的。

在许多情况下，完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某些数据（如来自 Salesforce 或 Marketo 内容包的数据）会自动为你
刷新。 如果连接使用了实时连接或 DirectQuery，则数据会更新为最新状态。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与连接到外
部联机或本地数据源的 Excel 工作簿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一样，需要手动刷新或设置刷新计划，以便
Power BI 可以为你刷新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数据。

本文以及一些其他文章旨在帮助你了解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的实际工作原理、是否需要设置刷新计划以及
成功刷新数据所需要完成的工作。

设置刷新之前，请务必了解所刷新的内容以及在何处获取数据。

数据源是在报表和仪表板中浏览的数据的实际来源；例如，联机服务（如 Google Analytics 或 QuickBooks）、云
中的数据库（如 Azure SQL 数据库）或者自己组织中的本地计算机或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或文件。 这些都是数据
源。 数据源的类型确定如何刷新其中的数据。 稍后我们会在可以刷新的内容部分中介绍每种数据源类型的刷
新。

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数据以及从内容包、文件上载数据或是连接到实时数据源时，会自动在 Power BI 中创建
数据集。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Excel 2016 中，还可以将文件直接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就如同使用“获取数
据”一样）。

在每种情况下，都会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我的工作区”（或“组”）容器中创建并显示数据集。 对数据集选择省省
略号略号  (...) 时，可以浏览报表中的数据、编辑设置以及设置刷新。

数据集可以从一个或多个数据源获取数据。 例如，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从组织中的 SQL 数据库中获取
数据，并从联机 OData 源获取其他数据。 随后在将文件发布到 Power BI 中时，会创建单个数据集，但是它同
时包含用于 SQL 数据库和 OData 源的数据源。

数据集包含有关数据源的信息、数据源凭据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数据源复制的数据的子集。 在报表和仪表
板中创建可视化效果时，你会查看数据集中的数据，或对于实时连接（如 Azure SQL 数据库），数据集会定义你
直接从数据源查看的数据。 对于与 Analysis Services 之间的实时连接，数据集定义直接来自 Analysis
Services。

刷新数据时，会从数据源更新存储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中的数据。此刷新是完全刷新，不是增量刷新。

每次刷新数据集中的数据时（无论是使用“立即刷新”还是通过设置刷新计划），Power BI 都会使用数据集中的信
息连接到为其定义的数据源，查询更新的数据，然后将更新的数据加载到数据集中。 报表或仪表板中基于这些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data.md


  

  

刷新的类型

包刷新包刷新

模型模型//数据刷新数据刷新

磁磁贴贴刷新刷新

视觉对视觉对象容器刷新象容器刷新

可以刷新的内容

数据的任何可视化效果都会自动更新。

继续讨论之前，有其他一些需要了解的重要事项：

无论以何种频率刷新数据集，或是以何种频率查看实时数据，都必须首先更新数据源中的数据。

大多数组织一天处理一次数据（通常在晚上）。 如果针对从连接到本地数据库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
数据集计划刷新，并且 IT 部门在晚上对该 SQL 数据库运行一次处理，则只需将计划的刷新设置为一天运行一
次。 例如，对数据库进行处理之后，但是在你进入工作之前。 当然，并非总是这种情况。 Power BI 提供了许多
方法来连接到经常更新甚至是实时更新的数据源。

在 Power BI 中进行的刷新有四种主要类型。 包刷新、模型/数据刷新、磁贴刷新和视觉对象容器刷新。

这会在 Power BI 服务与 OneDrive（或 SharePoint Online）之间同步 Power BI Desktop（或 Excel）文件。 这不会
从原始数据源请求数据。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只使用 OneDrive（或 SharePoint Online）中的文件内容进行更
新。

这指的是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来自原始数据源的数据刷新数据集。 这使用计划的刷新或立即刷新来进行。
对于本地数据源，这需要网关。

在数据更改之后，磁贴刷新会为仪表板上的磁贴视觉对象更新缓存。 这大约每十五分钟进行一次。 还可以通过
选择仪表板右上角的“省略号 (...)”并选择“刷新仪表板磁贴”来强制进行磁贴刷新。

有关常见磁贴刷新错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在数据更改之后，刷新视觉对象容器会在报表中更新缓存的报表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中，通常使用“获取数据”从位于本地驱动器、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导入数据、
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报表或直接连接到你自己组织的云环境中的数据库。 可以刷新 Power BI 中的几乎
任何数据，不过是否需要则取决于创建数据集的方式以及它连接到的数据源。 我们来看看在每种情况下如何刷
新数据。

继续讨论之前，下面是一些需要了解的重要定义：



NOTENOTE

NOTENOTE

本地文件和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文件

数据源数据源 自自动动刷新刷新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获取数据”（在功能区中）用
于连接到任何列出的联机数

据源并从中查询数据。

否 是 否（见下文）

“获取数据”用于连接到并浏
览实时 Analysis Services 数
据库。

是 否 是

“获取数据”用于连接到并浏
览支持的本地 DirectQuery
数据源。

是 否 是

“获取数据”用于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SQL 数据仓库、Azure
HDInsight Spark 并从中查
询数据。

是 是 否

“获取数据”用于连接到任何
列出的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并从中查询
数据。

否 是 是

自自动动刷新刷新  - 这表示无需进行任何用户配置，数据集即可定期刷新。 由 Power BI 为你配置数据刷新设置。 对于
联机服务提供程序，刷新通常一天进行一次。 对于从 OneDrive 加载的文件，大约每小时针对不是来自外部数
据源的数据进行一次自动刷新。 虽然可以配置不同的计划刷新设置以及手动刷新，不过可能不需要。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 这表示可以使用“立即刷新”来手动刷新数据集，或是使用数据集设置中的“计
划刷新”来设置刷新计划。 对于连接到外部联机和本地数据源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和 Excel 工作簿，需要
这种类型的刷新。

配置计划刷新的时间后，可能会滞后长达 1 小时才能开始刷新数据。

实时实时/DirectQuery – 这表示 Power BI 与数据源之间存在实时连接。 对于本地数据源，管理员需要在企业网关
中配置数据源，但是可能不需要用户交互。

为了增强性能，具有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的数据的仪表板会自动更新。 你也可以随时使用磁贴上的“更多更多 ”菜单手动刷
新该磁贴。

对于连接到外部联机或本地数据源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和 Excel 工作簿，支持数据刷新。 这只会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刷新数据。 它不会更新本地文件。

将文件保留在 OneDrive（或 SharePoint Online）上并从 Power BI 连接到它们可提供非常高的灵活性。 不过与
这一灵活性随之而来的，是它也成为最难以理解的情况之一。 针对存储在 OneDrive（或 SharePoint Online）中
的文件的计划的刷新与包刷新不同。 可以在刷新的类型部分中了解详细信息。



NOTENOTE

Excel Excel 工作簿工作簿

数据源数据源 自自动动刷新刷新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未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
的工作表中的数据表。

是，每小时 （仅限
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

仅限手动 （仅限
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

否

链接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的
表（链接表）的工作表中的数

据表。

是，每小时 （仅限
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

仅限手动 （仅限
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

否

Power Query* 用于连接到
任何列出的联机数据源并从

中查询数据，以及将数据加

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

否 是 否

Power Query* 用于连接到
任何列出的本地数据源

（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并从中查询数据，以及将数

据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
中。

否 是 是

Power Pivot 用于连接到任
何列出的联机数据源并从中

查询数据，以及将数据加载

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

否 是 否

Power Pivot 用于连接到任
何列出的本地数据源并从中

查询数据，以及将数据加载

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

否 是 是

OneDrive OneDrive 或或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逗号分隔上的逗号分隔值值  (.csv)  (.csv) 文件文件

数据源数据源 自自动动刷新刷新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简单的逗号分隔值 是，每小时 仅限手动 否

内容包

使用 Web.Page 功能时，如果已重新发布 2016 年 11 月 18 日之后的数据集或报表，将需要网关。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刷新从 OneDrive 上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Power Query 在 Excel 2016 中名为“获取并转换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刷新从 OneDrive 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刷新从 OneDrive 上的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Power BI 中有两种类型的内容包：

来自来自联联机服机服务务的内容包的内容包：如 Adobe Analytics、SalesForce 和 Dynamics CRM Online。 从联机服务创建的数据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60924.aspx


来自来自联联机服机服务务的内容包的内容包

数据源数据源 自自动动刷新刷新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获取数据”>“服务”中的联
机服务

是 是 否

组织组织内容包内容包

与本地数据源之间的实时连接和 DirectQuery

NOTENOTE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是 是 是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是 是 是

SQL Server 是 是 是

SAP HANA 是 是 是

Oracle 是 是 是

Teradata 是 是 是

云中的数据库

集一天自动刷新一次。 尽管可能不需要，不过可以手动刷新或设置刷新计划。 由于联机服务处于云中，因此不
需要网关。

组织组织内容包内容包：由你自己组织中的用户创建并共享。 内容包使用者无法设置刷新计划或手动刷新。 只有内容包
创建者才能为内容包中的数据集设置刷新。 刷新设置随数据集一起继承。

包含在组织内容包中的数据集的刷新功能取决于数据集。 请参阅上面与本地文件、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相关的信息。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组织内容包简介。

借助本地数据网关，可以从 Power BI 向本地数据源发出查询。 与可视化效果交互时，查询会从 Power BI 直接
发送到数据库。 随后会返回更新的数据并更新可视化效果。 由于 Power BI 与数据库之间存在直接连接，因此
无需计划刷新。

使用实时连接连接到 SQL Service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数据源与使用 DirectQuery 不同，与 SSAS 源的
实时连接可以针对缓存运行，即使是在加载报表后，也不例外。 此行为提升了报表的加载性能。 可以使用“刷
新”按钮，从 SSAS 数据源请求获取最新数据。 SSAS 数据源的所有者可以为数据集配置计划缓存刷新频次，确
保报表按照所需的频次不断更新。

使用本地数据网关配置数据源时，可以将该数据源用作计划的刷新选项。 这会代替使用个人网关。

如果为数据集配置了实时或 DirectQuery 连接，数据集大约会每小时刷新一次，或在发生数据交互时进行刷新。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的“计划的缓存刷新”选项中手动调整刷新频率。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地数据网关。



使用 DirectQuery 时，Power BI 与云中的数据源之间存在直接连接。 与可视化效果交互时，查询会从 Power BI
直接发送到数据库。 随后会返回更新的数据并更新可视化效果。 而且，由于 Power BI 服务和数据源都处于云
中，因此不需要个人网关。

如果可视化效果没有发生用户交互，数据大约会每小时自动刷新一次。 可以使用“计划的缓存刷新”选项更改刷
新频率，并能设置刷新频率。

若要设置刷新频率，请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的齿轮齿轮图标，然后选择“设设置置”。

此时，你会看到“设设置置”页，可以在其中选择要调整其刷新频率的数据集。 在此页上，选择最上面一列中的“数据数据
集集”选项卡。

选择数据集，然后右窗格中会显示此数据集适用的一组选项。 对于 DirectQuery/实时连接，可以使用相关的下
拉菜单设置刷新频率（从 15 分钟刷新一次到每周刷新一次），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SQL Azure 数据仓库 是 是 否

HDInsight 上的 Spark 是 是 否

实时仪表板

数据源数据源 自自动动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或
Microsoft Stream Analytics
开发的自定义应用

是，实时流式处理 否 否

配置计划的刷新

常见数据刷新方案

包含数据表的包含数据表的  Excel  Excel 工作簿工作簿

Excel Excel 工作簿工作簿连连接到公司中的接到公司中的  SQL  SQL 数据数据库库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和 Power BI。

实时仪表板使用 Microsoft Power BI REST API 或 Microsoft Stream Analytics 来确保数据是最新状态。 由于实
时仪表板不需要用户配置刷新，因此它们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创建实时仪表板。

若要了解如何配置计划的刷新，请参阅配置计划的刷新

有时，了解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的最佳方法是查看示例。 下面是一些较常见的数据刷新方案：

你的 Excel 工作簿包含多个数据表，但它们都未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 你使用“获取数据”将工作簿文件从
本地驱动器上载到 Power BI 中，然后创建一个仪表板。 但是，现在你在本地驱动器上对工作簿的几个表进行
了一些更改，要使用新数据在 Power BI 中更新仪表板。

遗憾的是，此方案中不支持刷新。 若要为仪表板刷新数据集，你必须重新上载工作簿。 但是，有一个确实很棒
的解决方案：将工作簿文件置于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

连接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时，报表和仪表板会按照文件中的形式显示数据。 在此例中，
这是你的 Excel 工作簿。 Power BI 会大约每小时自动检查文件是否存在更新。 如果对工作簿（存储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中）进行了更改，则这些更改会在一小时内反映在仪表板和报表中。 完全无需
设置刷新。 但是，如果需要在 Power BI 中立即看到更新，则可以使用“立即刷新”来手动刷新数据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 Excel 数据或刷新根据 OneDrive 上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我们假设你在本地计算机上具有一个名为 SalesReport.xlsx 的 Excel 工作簿。 Excel 中的 Power Query 用于连
接到公司中服务器上的 SQL 数据库，并查询加载到数据模型中的销售数据。 每天早上，你会打开该工作簿并
点击“刷新”来更新数据透视表。

现在你要在 Power BI 中浏览销售数据，因此你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并上载本地驱动器中的 SalesReport.xlsx
工作簿。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手动刷新 SalesReport.xlsx 数据集中的数据或设置刷新计划。 因为数据实际来自公司中的
SQL 数据库，所以你需要下载并安装网关。 安装并配置了网关之后，你需要进入 SalesReport 数据集的设置并
登录数据源；但是，你只需要执行此操作一次。 随后可以设置刷新计划，以便 Power BI 自动连接到 SQL 数据
库并获取更新的数据。 报表和仪表板也会自动更新。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67603.aspx


NOTENOTE

包含来自包含来自  OData  OData 源的数据的源的数据的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文件

来自来自组织组织中其他用中其他用户户的共享内容包的共享内容包

来自来自联联机服机服务务提供程序（如提供程序（如  Salesforce Salesforce）的内容包）的内容包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此操作仅会更新 Power BI 服务中数据集内的数据。 本地文件不会作为刷新的一部分进行更新。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 Excel 数据、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本地数据网关、刷新从本
地驱动器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在此例中，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获取数据”连接到 OData 源并从中导入人口普查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多个报表，随后将文件命名为 WACensus 并将它保存在公司中的共享上。 随后将该文件发布
到 Power BI 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手动刷新 WACensus 数据集中的数据或设置刷新计划。 因为数据源中的数据来自联机
OData 源，所以无需安装网关，但需要进入 WACensus 数据集的设置并登录 OData 数据源。 随后可以设置刷
新计划，以便 Power BI 自动连接到 OData 源并获取更新的数据。 报表和仪表板也会自动更新。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刷新从本地驱动器上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
数据集、刷新从 OneDrive 上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你已连接到一个组织内容包。 它包含一个仪表板、几个报表和一个数据集。

在此方案中，你无法为数据集设置刷新。 创建内容包的数据分析师负责确保根据使用的数据源来刷新数据集。

如果未更新内容包中的仪表板和报表，则你要与创建内容包的数据分析师进行讨论。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组织内容包简介、使用组织内容包。

在 Power BI 中，你已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联机服务提供程序（如 Salesforce）并从中导入数据。 好了，现在没
有太多工作要做。 Salesforce 数据集自动计划为一天刷新一次。

与大多数联机服务提供程序一样，Salesforce 一天更新数据一次（通常在夜间）。 可以手动刷新 Salesforce 数据
集，或设置刷新计划，但是这不是必需的，因为 Power BI 会自动刷新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也会进行更新。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Power BI 的 Salesforce 内容包。

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或数据集连接到本地数据源，而网关处于脱机状态。 确保
Power BI 可以登录数据源。 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更改，或 Power BI 已从数据源注销，请务必在数据源
凭据中再次尝试登录数据源。

有关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用于刷新问题故障排除的工具和刷新方案故障排除。

用于解决刷新问题的工具

刷新方案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有关 Power BI 的常见问题
2018/8/22 • • Edit Online

什么是 Microsoft Power BI？

Power BI Pro 与 Power BI Premium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Power BI 价格是多少？

如果有关于 Power BI Premium 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如何查明组织中谁具有 Power BI 帐户？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使用 Power BI 需要什么？

为什么必须使用我的工作电子邮件注册？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请尝试询问 Power BI 社区。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Power BI 是一种基于云的业务分析服务，使任何人能够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以及在更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可
视化和分析数据。 它通过生动展示数据的易用仪表板、交互式报表和引人注目的可视化效果，让用户看到更广泛的
数据。 阅读有关什么是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Pro 是单个许可证，允许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所有内容和功能，包括共享内容以及与其他 Pro 用户协
作的功能。 只有 Pro 用户可以将内容发布到应用工作区，使用这些内容，共享仪表板并订阅仪表板及报表。

Premium 提供专用容量，在 Power BI 中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并支持更大的数据量。 对于个人用户，Premium 还允许
Pro 用户广泛分发内容，且不要求查看内容的每个收件人用户都提供许可证。

Power BI Desktop 是免费的。 Power BI Pro 还可提供 60 天的免费试用版。 有关定价，请参阅 Power BI 定价。

与 Power BI Premium 相关的问题，请参阅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可查看 Power BI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应用程序报表，从而发现组织中的活跃用户。 Azure AD 报表并不
会指出每个用户拥有的许可证类型。 它只报告哪些用户已登录到 Power BI 及其登录时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查找已登录的 Power BI 用户。

Power BI Desktop 是一款免费的桌面应用程序，可将其直接安装在自己的计算机上。 Power BI Desktop 通过提供具
有高度交互性的可视化效果的高级数据浏览、定型、建模和报告创建功能，紧密配合 Power BI 服务进行工作。 你可
以将工作保存到文件，并将数据和报表直接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以与其他人共享。 阅读有关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的详细信息。

仅需要 Web 浏览器和工作电子邮件地址。 可使用 .gov 和 .mil 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服务中注册你的美国政府组织

Power BI 不支持由使用者电子邮件服务或电信提供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了解有关 Power BI 自助服务注册过
程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Power BI 是否提供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定价？

Power BI 在本地可用吗？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Power BI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Power BI 是否支持移动设备？

我可以连接到哪些数据源？

什么是内容包？

为了使用 Power BI，我需要安装什么？

是的，从 Microsoft 直接购买时，可提供非营利性组织定价。 可通过 Microsoft 非营利性组织网站了解详细信息并注
册。 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定价通过 MOSP/Direct、EA 和 Open 授权计划提供。 政府定价也适用于联合。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不可用作专用的内部云服务。 但是，还有其他三个选项可用于查看和处理本地
数据。

通过 Power BI 和 Power BI Desktop，可以安全地连接到自己的本地数据源。 通过本地数据网关，可以实时连接到本
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以及其他数据源。 还可以使用集中式网关设置计划刷新。 如果网关不可
用，则可以使用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从本地数据源刷新数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在自己的本地环境中部署的解决方案，用于创建、发布和管理报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将报
表传送给不同的用户：通过 Web 浏览器、移动设备或通过用户收件箱中电子邮件的形式。 详细了解 Power BI 报表
服务器。

还可以通过 Power BI 移动应用查看本地 Power BI 报表、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是的。 Power BI 拥有适用于 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iOS 设备和 Windows 10 设备的本机应用。 从对应的应用商
店下载以下 Power BI 移动应用之一：

Apple App Store
Google Play
Windows 应用商店

Power BI 数据源的列表很广泛，但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来自 Excel 和 Power BI Desktop 文件的数据。
服务的内容包，其中包含现成的仪表板、报表和服务的数据集（如 Salesforce）。 除了建立数据连接，Power BI 还
为每种服务提供预建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数据库和其他数据集（如 Azure SQL Database 和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数据）的连接器。

阅读 Power BI 中有关获取数据的详细信息。

服务的内容包 作为 Power BI 体验的一部分，是常用服务的预建解决方案。 受支持服务的订阅者可以从 Power BI 快
速连接到他们的帐户，并通过实时仪表板和已为其预建的交互式报表看到他们的数据。 我们发布了
Salesforce.com、Marketo 和 Adobe Analytics 等常见服务的内容包。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内容包连接服务。

组织内容包为用户、BI 专业人员和系统集成商提供用于构建他们自己的内容包的工具，以共享组织内专为特定目的
构建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要免费使用 Power BI 服务，你只需 Web 浏览器和电子邮件。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nonprofits/power-bi
https://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218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我只能安装和使用整个公司的一个 Power BI Desktop 副本吗？

从哪里可以获得 Power BI Desktop 入门教程？

Power BI 支持哪些浏览器？

Power BI 支持哪些区域和语言？

在我所在的国家/地区如何购买 Power BI Pro？

如果我的 Power BI Pro 许可证已过期，会发生什么情况？

Power BI 是否满足特定于国家、地区和行业的合规性要求？

从何处可以了解有关安全性的详细信息？

若要浏览数据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请免费下载 Power BI Desktop。

可以从对应的应用商店免费下载 Power BI 移动应用：

App Store
Google Play
Windows 应用商店

Power BI Desktop 软件许可条款有说明，“你可以在本地安装和使用软件的一个副本。” 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安装和使
用整个公司的一个 Power BI Desktop 副本。 公司的每位用户都可以在其本地安装和使用一个副本。

以下资源可以用来帮助你入门：

Power BI 博客
网络研讨会

我们 YouTube 频道上的入门视频
Power BI Desktop 入门文章
加入我们的社区并提出问题

有关更多建议，请参阅如何获取帮助的 10 条提示

以下是 Power BI 支持的浏览器的完整列表。

以下是 Power BI 所支持的区域和语言的完整列表。

可以直接购买或者通过在 www.powerbi.com 与代表聊天的方式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你还可以找到 Microsoft 合作伙伴以帮助你实现 Power BI。

Power BI Pro 许可证过期后，还有 30 天宽限期。

Power BI Pro 的订阅生命周期与 Office 365 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ffice 365 商业版订阅过期时，我的数据
和访问权限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 Microsoft 信任中心了解有关 Power BI 合规性的详细信息。

在此 Power BI 安全白皮书和我们的 Power BI 安全支持文章中了解有关 Power BI 的安全、隐私和合规性的详细信
息。

http://powerbi.microsoft.com/design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218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
https://www.youtube.com/user/mspowerbi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www.powerbi.com
https://partner.microsoft.com/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What-happens-to-my-data-and-access-when-my-Office-365-for-business-subscription-ends-4436582f-211a-45ec-b72e-33647f97d8a3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5324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9185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体验发生了什么问题？

如何在 Power BI 中撤消操作？

后续步骤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体验已被弃用。

与许多其他 Microsoft 服务和软件相类似，Power BI 提供了撤消上一项命令的简单方法。

若要撤消撤消上一操作或最近几项操作，请按 CTRL+Z。

什么是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Power BI
2018/8/6 • • Edit Online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功能

政府版本和公共 Azure 云服务之间的连接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限制

Power BI 服服务务有一个可供美国政府客户使用的版本，作为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社区美国政府社区订阅的一部分。 本文中讨论
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版本是为美国政府客户专门设计的，独立且不同于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商业版本。

以下各节介绍了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美国政府版本可用的功能，阐明了一些限制，列出了常见问题 (FAQ) 和解答（包
括如何注册），并提供了有关更多信息的链接。

请务必注意，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仅可用作 Pro 许许可可证证，不能用作免费版许可证。 Power BI 服务的某些功能适
用于该服务的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

以下功能适用于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客户，因为它们适用于 Pro 许可证功能：

创建和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数据容量限制

计划的数据刷新

可刷新的团队仪表板

用于共享和管理访问控制的 Active Directory 组
从 Excel、CSV 和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导入数据和报表
数据管理网关

所有数据都在 Azure SQL 和 Blob 存储中为 Power BI 加密
连接到包含内容包的服务

Azure 分布在多个云中。 默认情况下，租户可以打开对云专属实例的防火墙规则。不过，跨云网络则不同，必须打开
特定防火墙规则，才能在服务之间进行通信。 如果是 Power BI 客户，并且公有云中有需要访问的现有 SQL 实例，
必须在 SQL 中为以下数据中心打开对 Azure 政府云 IP 空间的特定防火墙规则：

USGov Iowa
USGov Virginia
USGov Texas
USGov Arizona

虽然公有云中有 IP 空间，但对于政府云，必须提交 Azure 支持票证，以请求获取上面列出的数据中心的 IP 范围。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商业版本中提供的某些功能在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不可用。 Power BI 团队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ovus-overview.md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service-admin-manage-your-data-storage-in-power-bi


Power BI 服务的美国政府版本的常见问题 (FAQ)

商商业业版本版本  URL 美国政府版本美国政府版本  URL

https://app.powerbi.com/ https://app.powerbigov.us

后续步骤

正在积极致力于使这些功能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并将在这些功能变为可用时更新本文。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 - 不能使用 Power BI Web 部件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内容。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仅可用作 Pro 许可证。 在管理门户中（或作为用户）对 Power BI（免费版）许可证的所有
引用均在商业版 Power BI 服务云中运行。
审审核核  - 自 2018 年 6 月起，可通过 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门户进行审核。
Cortana 中的中的  Power BI 内容内容  - Power BI 结果不会显示在 Cortana 搜索结果中，包括 Power BI 内容（仪表板、
报表、应用）结果，以及显示特定关键字的 Cortana 优化报表页的结果。
外部用外部用户户共享共享  - 允许在 Power BI 租户内共享；自 2018 年 6 月起，也可与 Power BI 租户外部用户共享。 请参
阅使用 Azure AD B2B 将 Power BI 内容分发给外部来宾用户。
仪仪表板和表板和报报表的使用情况指表的使用情况指标标  - 使用情况指标不适用于报表和仪表板。 客户可以使用审核日志数据，获取其
组织内的内容的使用情况信息。

如果已将 Power BI 免费版许可证分配给你的帐户，则这些帐户将在 Power BI 服务的商业版中运行，而不属于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产品/服务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些免费版帐户，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

Power BI Gateway、Mobile 和 Desktop 无法进行身份验证
无法访问 Azure 商业数据源
必须从商业数据源手动上载 PBIX 文件
Power BI 移动应用不可用

若要解决相关问题，请与你的客户代表联系。

下面提供的问题（和解答）可帮助你快速获取所需的有关服务的信息。

问题问题：：  如何将 商业版的Power BI 数据迁移到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

解答：解答：  你的管理员必须在单独的美国政府特定的订阅下创建 Power BI 的新实例。 然后，你可以在适用于美国政府
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复制你的商业数据、删除你的商业许可，以及将你的现有域关联到新的美国政府特定的服务。

问题问题：：  为什么无法连接到特定的内容包？

解答：解答：  你需要确保在连接到该内容包之前启用你的订阅。

问题问题：：  我有兴趣为我的美国政府组织获得 Power BI。 如何开始？

解答：解答：  根据你的现有许可证和订阅，注册（通常称为载入）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注册适用于
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一文。

问题问题：：  用于连接到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的 URL 是否与商业 Power BI URL 有所不同？

解答：解答：  是的，URL 是不同的。 下表显示了每个 URL：

问：我的帐户在多个主权云中预配。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时，如何选择连接到什么云？

答：从 Power BI Desktop 2018 年 7 月版开始，可在登录 Power BI Desktop 时选择要使用的云。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执行各种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和学习资料（包括介绍如何注册服务的文章），请查看以下资
源：

https://app.powerbi.com/
https://app.powerbigov.us


注册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演示
Power BI 的引导学习
Power BI 服务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https://channel9.msdn.com/Blogs/Azure/Cognitive-Services-HDInsight-and-Power-BI-on-Azure-Governm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gettingstarted?tutorial-step=1


Power BI 免费版与 Power BI Pro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免费版与 Power BI Pro 比较

免免费费 POWER BI PRO

连接到 70 多个数据源

发布到 Web

对等共享

导出到 PowerPoint、Excel 和 CSV

企业分发

应用

电子邮件订阅

嵌入 API 和控件

协协作作

应用工作区

在 Excel 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分析

后续步骤

Power BI 中的每个用户都是免费版用户或 Power BI Pro 用户。 了解这两种用户类型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有帮助
的。

服务中的所有用户不是免费用户就是 Pro 用户。 免费版用户或 Power BI Pro 用户之间的主要区别集中在共享和
协作方面。 只有 Power BI Pro 用户可以将内容发布到应用工作区，无需高级容量即可使用应用，共享仪表板并
订阅仪表板及报表。 免费用户现在可以通过所有像 DirectQuery、实时连接这样的连接选项或者数据网关的使用
连接到所有数据源。

对于已发布的应用，如果已向其针对的应用工作区分配高级容量，则免费版用户也可以使用这些应用。

下表列出了用户类型支持的功能。

如果想要详细了解 Power BI Premium，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若要进行注册以开始使用 Power BI，请参阅以个人身份注册 Power 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ree-vs-pro.md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有关获取 Power BI 问题解答的 10 个提示
2018/8/2 • • Edit Online

提示 1：使用搜索引擎

提示 2：查看 Power BI 文档

提示 3：阅读 Power BI 博客，了解最新资讯

提示 4：尝试 Twitter

提示 5：观看 YouTube 视频

提示 6：参加培训

提示 7：在 Power BI 社区中提问或搜索

使用 Power BI 时，是否会因遇到的 Power BI 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即“实时”帮助）感到灰心失望或很费劲？

下面介绍了 Power BI 专家（包括 Microsoft 产品使用人员）在查找 Power BI 问题答案时通常遵循的 10 条提示。

需要 Power BI 答案的专家经常使用搜索。 要查找用于常见业务计算的 DAX 公式吗？ 可以在 Internet 上找到。 可
以为包含最佳答案的页面添加书签。 请为自己创建一个文件夹来保存找到的提示和答案。

Power BI 团队在不断更新和改进 Power BI 文档和培训内容。 可以在其中找到精彩内容，包括录制的在线讲座、白
皮书、引导式学习以及涵盖所有最新功能的博文链接。

Power BI 团队在其 Power BI 博客文章中定期介绍所有新增功能。 可以了解一切最新资讯，从 Power BI Desktop 到
Power BI 移动应用，无所不包。 请养成经常回来看看博文的习惯，了解最新资讯：每周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浏览博
客。 说不定你就会从数月前看到的一点信息中获益。

很多 Power BI 客户和专家都在使用 Twitter。 通过推文提问。 添加井号标签 #powerbi 和 #powerbihelp，以便了解
情况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推文。

视频是否更贴合你的学习方式？ Power BI 提供了两组你可能会感兴趣的视频：

使用 Power BI 分析和直观呈现数据播放列表是很好的入门视频。
然后，尝试访问 Power BI 频道，选择观看更多视频。
如果你在使用 Power BI 方面经验丰富，Guy in a Cube YouTube 频道可能更适合你。

我们提供近乎无限的海量培训选项，从面对面实验室培训到简短视频培训，无所不包。

Power BI 网站上的引导式学习。
Power BI 网站上可点播的现场免费 Power BI 在线讲座。

还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他培训选项，例如：

edX.org 提供免费课程使用 Power BI 分析和直观呈现数据。
Lynda.com 提供 Power BI Pro 基础培训等课程。
查找“从从仪仪表板开始一天表板开始一天”面对面培训会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tips-for-finding-help.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s://www.youtube.com/user/mspowerbi/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1vaKzpfvoGai0vE5VJ0w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gettingstarted?tutorial-step=1
https://www.edx.org/course/analyzing-visualizing-data-power-bi-microsoft-dat207x-4
https://www.lynda.com/Power-BI-tutorials/Power-BI-Pro-Essential-Training/485820-2.html


提示 8：加入或创建 Power BI 用户组

提示 9：检查服务状态

提示 10：试试看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社区中提问并查找答案。 世界各地的 BI 专家都积极参与此社区。 请务必使用此资源从他们的知识中
受益。

加入 Power BI 用户组并让你的组来帮助回答你的问题。 也可以创建自己的用户组，搭建一个供大家互相帮助的社
区，但主要还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即在你所在的区域和时区以你的数据为依据。

如果遇到服务问题，可能是服务本身存在问题。 请查看任意报表的支持页。

如果其他所有方法均失败，最后一条提示是观察系统。 人们通常会问 Power BI 有哪些功能。 回答此类问题的方法
通常是，转到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查看用户界面中的选项，然后尝试使用这些选项。

例如，假设你想知道能否与安全组共享仪表板。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转到共享对话框，然后尝试添加安全组。 无
论采用上述哪种方式，都可以在此测试后获得答案。

什么是 Power BI？
尝试在 Power BI 社区中获取信息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Power-BI-User-Groups/ct-p/Group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关于 Power BI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2018/6/28 • • Edit Online

TIPTIP

使用“筛选器”窗格的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的介绍

TIPTIP

筛选筛选器器可保留你最关切的数据，而将其他所有数据删除。 突出突出显显示示与筛选不同，因为它不会删除数据，而会将一
部分可见数据突出显示；未突出显示的数据会保持可见但变暗。

对 Power BI 中的报表进行筛选并对其突出显示有多种不同的方法。 将所有这些信息放入到一篇文章中会令人困
惑，因此我们将其划分如下：

筛选器和突出显示的介绍（你现在正在阅读的文章）

创建和使用筛选器并在自己的编辑视图/报表中突出显示 的方法。 当你具有报表的编辑权限时，你可以创建、
修改和删除筛选器并在报表中突出显示。

使用筛选器并在与你共享的报表中或报表“阅读视图”中突出显示 的方法。 你可以执行的操作更有限，但是
Power BI 仍给你较大范围的筛选和突出显示选项。
编辑视图中可用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控件的详细教程，包含对筛选器类型（例如，日期和时间、数字、文本）的

深入了解以及基本和高级选项之间的区别。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筛选器和突出显示如何在默认状态下运行，了解如何更改页面筛选器上的可视化效果并突

出显示彼此

Power BI 如何知道数据的关联方式？ 它利用基础 数据模型 中不同表和字段之间的关系，使报表页面上的项目相互交互。

本文介绍如何在 Power BI 服务中进行筛选和突出显示。 不过这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体验几乎完全相同。

可通过使用“筛选筛选器器”窗格或直接在报表本身上进行选择（即席，参见页面底部）以应用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筛选
器”窗格显示报表中使用的表和字段，以及已应用的任何筛选器。 筛选器划分为“页面级别”、“报表级别”、“钻
取”和“视觉对象级别”。 如果在报表画布上选择了可视化效果，则仅能看到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

如果筛选器的旁边有“所有所有 ”字样，这意味着整个字段包括为一个筛选器。 例如，下面的屏幕截图中的 Chain(All) 告诉我们该
报表页包括有关所有存储链的数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FiscalYear 为为  2013 或或  2014”的报表级别筛选器告诉我们该报表仅包
括 2013 和 2014 的财政年的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s-filters-and-highlighting.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Data-Model-in-Excel-87e7a54c-87dc-488e-9410-5c75dbcb0f7b?ui=en-US&rs=en-US&ad=US


“读取视图”和“编辑视图”中的筛选器

““阅读视图阅读视图””中的中的““筛选筛选器器””窗格窗格

““编辑视图编辑视图””中的中的““筛选筛选器器””窗格窗格

有两种模式可与报表交互：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而筛选功能会根据你所用的模式来提供。

在“编辑视图”中，可以添加报表、页面、钻取和视觉对象筛选器。 保存报表时，筛选器也随之保存 - 即使是使用
移动应用打开该报表。 而在“读取视图”中查看报表的人可以与你添加的筛选器交互，但不能添加新的筛选器。
在“读取视图”中，你可以与报表中所有的现有筛选器交互，并保存你的选择。 但是你不能添加新的筛选器。

如果你只有“阅读视图”中报表的访问权限，则“筛选器”窗格如下所示：

因此该报表页有 6 个页面级别筛选器和 1 个报表级别筛选器。

若要查看是否存在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请选择一个视觉对象。 在下图中，气泡图具有 6 个应用的筛选器。

在“阅读视图”中，通过修改现有筛选器来浏览数据。 你所做的更改会随报表一起保存，即使是使用移动应用打开
该报表。 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读取视图”和“编辑视图”一文中了解具体操作



即席筛选和突出显示

后续步骤

当你具有某个报表的所有者权限并将其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时，会看到“筛选筛选器器”只是几个可用的编辑窗格之一。

因为在“阅读视图”（上述）中，我们看到该报表页有 6 个页面级别筛选器和 1 个报表级别筛选器。 通过选择气泡
图，我们看到它具有 6 个应用的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

但在“编辑视图”中，我们对筛选器和突出显示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操作。 主要区别是，我们可以添加新的筛选器。
在 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一文中了解如何操作以及更多信息

在报表画布上选择字段以进行筛选并突出显示剩余页。 在同一视觉对象中选择任何空格以将其删除。 此类筛选和
突出显示是快速浏览数据影响的有趣方法。 要微调此类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的工作方式，请参阅视觉对象交
互。

退出报表时会保存你所做的更改。 若要撤销筛选并返回报表作者进行的默认筛选、切片、钻取和排序，请选择顶
部菜单栏中的“重置为默认值”。

与筛选器和突出显示交互（使用“阅读视图”）

向报表添加筛选器（使用“编辑视图”）

了解报表筛选器



更改报表视觉对象相互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的方式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通过 Power BI 自动生成数据见解
2018/6/28 • • Edit Online

对数据集运行快速见解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t_MLSL2sA8

你有新数据集，但不太确定要从何处着手？ 需要快速生成仪表板？ 想要查找你可能错失的见解？

运行快速见解便可基于你的数据生成有趣的交互式可视化效果。 你可以对整个数据集（快速见解）或对特定仪
表板磁贴（作用域内见解）运行快速见解。 甚至可以在某个见解上运行见解！

注意注意：见解不适用于 DirectQuery，仅适用于上传到 Power BI 的数据。

见解功能以一组与 Microsoft Research 联合开发且数量不断增长的高级分析算法为基础构建而成，我们将继续
通过该功能让更多人以新颖直观的方式从其数据中寻找见解。

观看 Amanda 如何对数据集运行快速见解，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见解，将其中一个见解作为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中，然后为仪表板磁贴获取见解。

现在轮到你了。 使用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探索见解。

1. 从“数据集”选项卡中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获取见解”。

2. Power BI 使用各种算法来搜索数据集中的趋势。

3. 你的见解会在几秒内准备就绪。 选择“查看见解”以显示可视化效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insight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t_MLSL2sA8


与见解卡片交互

注意：某些数据集不能生成见解，因为数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针对见解
优化数据。

4. 可视化效果会在特殊的“快速见解”画布中显示，最多可包含 32 个不同的见解卡片。 每张卡片会有一个
图表或图形，并附上简短的说明

1. 将鼠标悬停在某个卡片上，选择固定图标，以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仪表板中。

2. 将鼠标悬停在某张卡片上，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查看见解”。 见解全屏随即打开。

3. 在“焦点”模式下，你可以：

筛选可视化效果。 若要显示筛选器，请选择右上角的箭头以展开“筛选器”窗格。 



对仪表板磁贴运行见解

通过选择“固定”  图标或“固定视觉对象”将见解卡固定到仪表板。

在卡片自身中运行见解。 这通常称为“作用域内见解”。 在右上角，选择灯泡图标 或“获取见
解”。

该见解显示在左侧，而完全根据该见解中的数据获得的新卡片显示在右侧。

4. 若要返回到最初的见解画布，请在左上角选择“退出焦点模式”。

将搜索范围缩小为仅针对用于创建单个仪表板磁贴的数据搜索见解，而不是针对整个数据集搜索见解。 这通
常也称为“作用域内见解”。

1. 打开仪表板。

2. 将鼠标悬停在一个磁上。 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查看见解”。 该磁贴以焦点模式打开，并在右侧显示
见解卡片。



后续步骤

3. 你是否对某个见解产生了兴趣？ 选择该见解卡片以深入进行了解。 选中的见解显示在左侧，而完全根
据该见解中的数据获得的新见解卡片显示在右侧。

4. 继续发掘数据，当你发现感兴趣的见解时，从右上角选择“固定视觉对象”，将其固定到仪表板上。

如果你拥有一个数据集，请对其进行优化以用于 Quick Insights

了解可用的快速见解的类型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文件中获取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从文件中获取数据实际意味着什么？

NOTENOTE

保存文件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在 Power BI 中，可以连接到或从三种类型的文件导入数据和报表。

Microsoft Excel（.xlsx 或 .xlsm）
Power BI Desktop (.pbix)
逗号分隔值 (.csv)

在 Power BI 中，你浏览的数据来自数据集。 但是，首先需要获取一些数据，才能拥有数据集。 本文将重点介绍从
文件中获取数据。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据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为其获取数据，让我们看一看汽车。 坐在车里，看着仪表板。 这很像坐
在计算机前，查看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仪表板显示汽车正在执行的所有操作：引擎旋转速度、温度、档位、车速
等。

在 Power BI 中，数据集就像汽车的引擎。 数据集提供显示在 Power BI 仪表板中的数据、指标和信息。 当然你的
引擎（或者说数据集）需要燃油，而在 Power BI 中，燃油就是数据。 汽车具有为引擎提供汽油的油箱。 Power BI 中
的情况与此很相似，你需要一个油箱，将其中的数据馈送到数据集。 在我们的例子中，油箱是 Power BI Desktop
文件、Excel 工作簿文件或 .CSV 文件。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 汽车的油箱需要装满汽油。 对于 Power BI Desktop、Excel 或 .CSV 文件而言，汽油就是来
自其他数据源的数据。 我们从其他数据源获取数据，并将其放入 Excel、Power BI Desktop 或 .CSV 文件中。 如果
是 Excel 工作簿或 .CSV 文件，我们可以手动输入数据行。 或者，我们可以连接到外部数据源进行查询，并将数据
加载到我们的文件中。 当文件有一些数据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数据集放入 Power BI。

Excel 工作簿中的数据必须位于表或数据模型中，才能由 Power BI 导入。

本地本地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本地驱动器中或者组织中的其他位置，则在 Power BI 中，你可以将文件导
入到 Power BI。 你的文件实际上一直保存在本地驱动器中，因此整个文件并未真正导入到 Power BI。 实际上，在
Power BI 网站中创建新的数据集，数据（某些情况下为数据模型）将加载到数据集中。 如果你的文件有任何报表，
则这些报表会显示在你的 Power BI 网站中的“报表”下。

OneDrive - 企企业业  – 如果你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并且使用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帐户登录到其中，这是将
Excel Power BI Desktop 或 .CSV 文件中的工作与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保持同步的有史以来
最有效的方法。由于 Power BI 和 OneDrive 都位于云中，Power BI 大约每小时会连接你在 OneDrive 上的文件一
次。 如果发现任何更改，你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会在 Power BI 中自动更新。

OneDrive - 个人个人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自己的 OneDrive 帐户，你会像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样获得很
多相同优势。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首次连接至你的文件（使用“获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个人”）时，你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et-data-from-files.md


准备好开始了吗？

将需要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这通常与你用于登录到 Power BI 的帐户不同。 当使用你的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 时，请务必选择“使我保持登录状态”选项。 这样一来，Power BI 将能够大约每小时连接你的
文件一次，并确保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SharePoint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团队网站与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致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你从 Power BI 连接到文件的方式。 你可以指定一个 URL 或连接到根文件夹。

请参阅下列文章了解有关将文件放入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

从 Excel 工作簿文件中获取数据
从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获取数据
从逗号分隔值文件中获取数据



Power BI 服务报表中的“阅读视图”和“编辑视
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报表阅读视图

报表编辑视图

“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对比

任任务务 阅读视图阅读视图 编辑视图编辑视图

整体整体报报表表

创建或编辑报表 否 是

Power BI 服务（不是 Power BI Desktop）提供两种模式用于查看报表和与其交互：“阅读视图”和“编辑
视图”。 “阅读视图”可供所有用户使用且专为报表使用者设计，而“编辑视图”仅供报表创建者和所有
者使用。

阅读视图是浏览和与报表交互的方式-- 它是一种有趣且安全地使用和了解数据的途径。 阅读视图面
向报表使用者 - 通过应用打开报表，或者与其共享报表的人员。 “读取视图”可确保特定报表的每个
使用者都会看到相同的报表、相同的可视化对象并能根据需要应用相同的筛选器。 使用者可以与报
表进行交互，也可以更改现有筛选器（并且此类更改会随报表一起保存），但是不能添加新的筛选器。

注意注意：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行级安全性和数据权限方面的原因，报表使用者可能看到不同的数

据。

编辑视图仅适用于报表的创建者，或者作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或管理员共同拥有报表的人员。

编辑视图专用于报表创建者。 创建者可以从中导入并连接数据集、浏览数据，并生成报表和仪表板。
在“编辑视图”中，创建者可通过在报表中添加和删除字段、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创建新的可视化效
果，以及从报表中添加和删除可视化效果与页面，更深入的挖掘数据。 然后，他们可与同事共享其创
建的报表。

此图未列出 Power BI 服务的所有报表功能！ 它仅列出了在“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中不可用的报
表任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ading-view-and-editing-view.md


共享报表 是 是，并且还可管理权限，其中包括

向其他人提供所有者权限。

从“筛选器”窗格创建持续（永久）视
觉对象级别、drilthrough、页面级
和报表级筛选器

否 是

使用报表“筛选器”窗格 是，可以使用现有筛选器并且所做

更改能与报表一起保存，但是不能

添加新的筛选器。

是

使用报表“分析”窗格 否 是

报表视图视图选项 是，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是，包括网格线、对齐和锁定在内

所有的操作。

创建刷新计划 否 是

订阅报表 是 否

问答 - 在报表中提问 否 是

查看使用情况指标 是，在报表画布上。 是，在报表列表（内容视图）中

相关视图 是，在报表画布上。 是，在报表列表（内容视图）中

保存报表 是，但只能使用“另存为”。 是

删除报表 否 是

报报表表页页

添加或重命名报表页 否 是

复制报表页 否 是

删除报表页 否 是

使用使用报报表可表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

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报表 否 是

向报表添加文本框和形状 否 是

使用报表“格式化”窗格 否 是

设置视觉对象交互 否 是

显示用于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数据 否 是

配置钻取 否 是

任任务务 阅读视图阅读视图 编辑视图编辑视图



更改在用的可视化效果 否 是

删除可视化效果、文本框或形状 否 是

任任务务 阅读视图阅读视图 编辑视图编辑视图

在“编辑视图”和“阅读视图”之间导航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请记住，仅报表创建者和所有者才能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1. 默认情况下，报表通常在“阅读视图”中打开。 如果看到了“编辑报表”选项，则表示目前在“阅读
视图”中。 如果“编辑报表”灰显，则你无权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如果“编辑报表”未灰显，则选择它可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报表现在位于“编辑视图”中，并使用上次在“阅读视图”中所用的相同显示设置。

3. 若要返回到“阅读视图”，请从顶部导航栏中选择“阅读视图”。

可通过多种方式来与“阅读视图”中的报表交互，交叉分析数据可以发现见解，并获取问题的答案。 下
一主题在阅读视图中与报表交互详细介绍了这些操作。

返回 Power BI 中的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报表编辑器...教程
2018/7/31 • • Edit Online

编辑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

报表创建者和报表使用者之间的区别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1.报表编辑器窗格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编辑器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编辑器非常相似。 该视频演示的是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编辑器，而本文介绍的是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编辑器。

创建和编辑报表的能力仅限于报表所有者（又称创建者）。 如果使用已与你共享的报表，你仍然能够打开 Power
BI 服务仅阅读视图中的报表并与之交互，但不具备为报表创建者提供的所有可靠和广泛功能。

若要了解有关报表“阅读视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中的“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在 Power BI 服务中，报表编辑器仅在编辑视图中可用。 若要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必须是报表所有者或创建
者身份。

Power BI 报表编辑器由 3 部分组成：

1. “字段”、“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窗格
2. 顶部导航栏
3. 报表画布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the-report-editor-take-a-tour.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可视化效果窗格（从上到下）

首次打开报表时可看到 3 个窗格：“可视化效果”、“筛选器”和“字段”。 左侧窗格“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可控制可
视化效果的外观，其中包括类型、字体、筛选、格式设置。 而右侧窗格上的“字段”则可管理将用于可视化效果的基
础数据。

报告编辑器中显示的内容会随报表画布中选择的内容不同而异。 例如，如果选择单个视觉对象，

“可视化效果”窗格顶部会标识出正在使用的视觉对象
类型；在本例中，就是簇状柱形图。

“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可能需要向下滚动）则会显示
视觉对象中正在使用的字段。 此图使用 FiscalMonth、
DistrictManager 和 Total Sales Variance。 

“筛选器”窗格（可能需要向下滚动）将显示已应用的所
有筛选器。 

“字段”窗格中列出可用的表，如果展开表的名称，还会
列出构成该表的字段。 黄色字体告诉用户可视化效果
中至少正在使用该表格中的一个字段。

 要显示“格式设置”窗格，请为所选的可视化效果
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

 要显示“分析”窗格，请选择放大镜图标。

在此处选择可视化效果类型。 小图片称为模板。 在上图中，已选择“簇状条形图”。 如果未首先选择可视化效果类
型，而是通过选择字段开始生成可视化效果，则 Power BI 将为你选择可视化效果类型。 你可以保留 Power BI 的



管理管理视觉对视觉对象中使用的字段。象中使用的字段。

删删除字段除字段

格式化格式化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将分析添加到可将分析添加到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

选择或通过选择不同的模板更改类型。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多次切换，找到最能代表你的数据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此窗格中显示的存储桶（有时称为 井 ）根据所选择的可视化效果类型而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选择的是条形图，则
会看到以下存储桶：值、轴和图例。 当选择某个字段时，或将其拖到画布上时，Power BI 会将该字段添加到其中一
个存储桶。 也可以直接将“字段”列表中的字段拖动到存储桶中。 某些存储桶仅限于特定类型的数据。 例如，值值将不
会接受非数字字段。 因此，如果将员员工姓名工姓名字段拖入值值存储桶，Power BI 会将其更改为员员工姓名工姓名计计数数。

若要从可视化效果中删除字段，请选择字段名称右侧的“X”。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以显示“格式设置”窗格。 可用的选项取决于所选可视化效果的类型。

几乎可以进行任何格式设置。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可以自行探索或参阅以下文章：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的标题、背景和图例

颜色格式

自定义 X 轴和 Y 轴属性



“筛选器”窗格

“字段”窗格

选择放大镜图标以显示“分析”窗格。 可用的选项取决于所选可视化效果的类型。

通过 Power BI 服务中的“分析”窗格，可以将动态参考行添加到可视化效果，并重点关注重要趋势或见解。 若要了
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中的“分析”窗格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分析”窗格。

使用“筛选器”窗格可在页面、报表、钻取和视觉对象级别查看、设置和修改报表的持久筛选器。 是的，你可以对报
表页和视觉对象执行即席筛选，方法是选择视觉对象元素，或使用切片器等工具，但如果使用“筛选器”窗格，筛选
器状态会与报表一起保存。

“筛选器”窗格还具有另一个强大功能 - 使用尚未在报表其中一个视觉对象中使用的字段进行筛选的能力。 我来解
释一下。 在创建报表页时，Power BI 会自动将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的所有字段添加到“筛选器”窗格的视觉对象级
别筛选器区域。 但是，如果希望通过当前未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的字段来设置视觉对象、页面、钻取或报表筛选
器，只需将其拖到其中一个筛选器 Bucket。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字段”窗格显示数据中存在的表和字段，可供你创建可视化效果。



字段字段图标图标的涵的涵义义

2.顶部导航栏

3.报表画布

将字段拖到页上，以启动一个新的可视化效果。 还可以
将字段拖动到现有可视化效果，以将字段添加到该可

视化效果。

添加某一字段旁的选中标记时，Power BI 会将该字段
添加到活动（或新的）可视化效果中。 它还决定将该字
段放入哪个存储桶。 例如，该字段应用于图例、轴还是
值？ Power BI 进行最佳推测，如有必要，可以将其从
一个存储桶移动到另一个。 

无论哪种方式，每个所选的字段都会被添加到报表编

辑器中的可视化效果窗格。

注意注意：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Desktop，则还可以选择显示/隐藏字段、添加计算等。

∑ 聚合聚合聚合是一个数值，例如，可对其求和或求平均值。 聚合随数据一起导入（在报表所基于的数据模型中定
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报表中的聚合函数。

计算度量值（亦称为计算字段）

各个计算字段都具有其自己的硬编码公式。 不能更改此计算，例如，如果该计算是求和，则只能进行求和。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度量值

唯一字段

具有此图标的字段是从 Excel 导入的，因此将被设置为显示全部值，即使它们具有重复项也是如此。 例如，你
的数据可能有两条人名为 John Smith 的记录，每一条都将被视为唯一（不会总结这两条）。

地理位置字段

地理字段可用于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

层次结构

选择箭头以显示构成层次结构的字段。

顶部导航栏中可用的操作有很多；新操作一直在增加。 有关特定操作的信息，请使用 Power BI 文档目录或搜索
框。

报表画布是显示工作内容的地方。 使用“字段”、“筛选器”和“可视化效果”窗格创建视觉对象时，将在报表画布中生
成和显示这些视觉对象。 画布底部的各个选项卡表示报表中的页。 选择某个选项卡将打开该页。



后续步骤：

创建报表

有关报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Power BI Desktop，和 Power BI 移动版。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SYk_gWrtKvM?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在 Power BI 中添加一个可视化效果

上载自定义可视化效果并在 Power BI 中使用

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

固定可视化效果

后续步骤

可视化效果（亦称为“视觉对象”）显示已发现的数据见解。 在 Power BI 报表中，既可能一个页面上只有一个视
觉对象，也可能页面上有大量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以将视觉对象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

请务必区分报表创建者和报表使用者。如果是报表的生成者或修改者，即为报表的创建者。 创建者拥有对报表
及其基础数据集的编辑权限。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这意味着，可以在数据视图中打开数据集，并在报表视
图中创建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服务中，这意味着，可以使用报表编辑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数据集或报表。 如
果报表或仪表板已与自己共享，即为报表使用者。 可以查看报表及其视觉对象并与之交互，但无法保存所做的
更改。

Power BI 的“可视化效果”窗格中还有其他许多视觉对象类型，可供直接使用。

如需有更多选择，请访问 Microsoft AppSource 社区网站，查找并下载 Microsoft 和社区提供的自定义视觉对
象。

如果初次接触 Power BI 或需复习，请利用以下链接了解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的基础知识。 也可使用（本文左
侧的）目录查找更多有用信息。

在报表页上创建可视化效果。 浏览可用的可视化效果和可用的可视化效果教程的列表。

添加自己创建或在 Microsoft AppSource 社区网站中找到的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有创造性的点子？ 请深入研
究我们的源代码，并使用开发工具新建可视化效果类型，并与社区共享

请尝试更改可视化效果的类型以查看哪种类型最适合你的数据。

在 Power BI 服务中，若有所需的可视化效果，可以将它作为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如果在固定后更改报表中正
在使用的可视化效果，仪表板上的磁贴并不会更改。也就是说，如果之前是折线图，即使在报表中将它更改为

环形图，它也仍为折线图。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visualizations.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page=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SYk_gWrtKvM?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数据源
2018/7/31 • • Edit Online

文件

数据是 Power BI 的核心。 当研究数据、创建图表和仪表板，以及使用问答进行提问时，所看到上述全部
可视化效果和答案实际上均是从数据集获得其基础数据的。 但是，数据集来自何处呢？ 它来自数据
源。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温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连接到的不同类型的数据源。 请记住，你还可以从很多其
他类型的数据源获取数据。 但是，可能需要先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或 Excel 的高级数据查询和建模
功能才能使用这些数据源。 稍后我们将详细了解有关内容。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可直接从 Power BI 服
务站点连接到的不同类型的数据源。

你可以通过单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获取来自 Power BI 中的任何这些数据源的数据。

Excel (.xlsx, xlxm) Excel 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工作薄可拥有你自行输入到工作表的数据，而你可通过
使用 Power Query（Excel 2016 中的“获取和转换”）或 Power Pivot 从外部数据源查询和加载数据。 你可
以导入工作表的表中的数据（数据必须在表中），或导入加载到数据模型中的数据。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
请参阅从 Excel 中获取数据。

Power BI Desktop (.pbix) - 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查询和加载外部数据源中的数据，还可以扩展
数据模型的度量值和关系，并创建报表。 你可以将你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导入 Power BI 站点。
Power BI Desktop 最适合于非常了解其数据源、数据查询和转换，以及数据建模概念的更高级的用户。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逗号分隔逗号分隔值值  (.csv) - 文件是具有数据行的简单文本文件。 每行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值，每个值被逗号分
隔开。 例如，一个包含名称和地址数据的 .csv 可以具有许多行，其中每行都有名字、姓氏、街道地址、
市/县、州等的值。 不能将数据导入 .csv 文件，但许多应用程序（如 Excel）可将简单的表格数据另存为
.csv 文件。

对于其他文件类型（如 XML 表 (.xml) 或文本 (.txt) 文件），可以使用“获取和转换”来首先查询、转换数据
并将该数据加载到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然后，你可以将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导入 Power BI。

存储文件的位置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OneDrive for Business 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以及与 Power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et-data.md


内容包

数据库

如果我的数据来自不同源怎么办？

BI 的集成。 可将文件保留在本地驱动器上，但是如果需要刷新数据，则还需执行一些步骤。 链接的文章
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内容包包含为你准备好的所有所需数据和报表。 在 Power BI 中，有两种类型的内容包；来自 Google
Analytics、Marketo 或 Salesforce 等服务的内容包以及你的组织中的其他用户创建和共享的内容包。

服务 - 差不多有数十个具有适用于 Power BI 内容包的服务，而且随时都有更多服务添加进来。 大多数
服务要求你拥有一个帐户。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到服务。

组织 - 如果你和组织中的其他用户拥有 Power BI Pro 帐户，则可以创建、共享和使用内容包。 若要了解
详细信息，请参阅组织内容包。

云中的数据库 - 从 Power BI 服务中，你可以实时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SQL 数据仓库、
Azure HD Insight 上的 Spark，以及使用 DirectQuery 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从 Power BI
实时连接到这些数据库，这表示当连接到数据库（如 Azure SQL 数据库）时，你通过在 Power BI 中创建
报表来浏览其数据，且每次你进行数据切片或将其他字段添加到可视化效果时，都直接查询数据库。 若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和 Power BI。

本地数据库 - 从 Power BI 服务中，可以直接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数据库。
Power BI Enterprise Gateway 是必需的。 如果不确定如何连接到你的组织的表格模型数据库，请联系
你的管理员或 IT 部门。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Power BI 中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数据。

对于你的组织中的其他类型的数据库，需要先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或 Excel 连接到数据模型，并在数
据模型中查询和加载数据。 然后，可以将文件导入在其中创建数据集的 Power BI。 如果设置了计划刷
新，Power BI 将使用来自文件的连接信息和你所配置的刷新设置，以直接连接到数据源，并查询更新。
然后，这些更新将加载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差不多有数百个可与 Power BI 配合使用的不同数据源。 但是，无论从何处获取数据，这些数据的格式
必须满足如下要求：Power BI 服务可用其来创建报表和仪表板，以及通过问答回答问题等等。

一些数据源的数据已具有准备好用于 Power BI 服务的格式，例如 Google Analytics 和 Twilio 之类的服
务提供商提供的内容包。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数据库也准备就绪了。 并且可以实时
连接到云中的数据库，如 Azure SQL 数据库和 HDInsight 上的 Spark。

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查询并加载你希望添加到某个文件中的数据。 例如，假设在组织中的服务器上



更多详细信息

数据刷新数据刷新

注意事项和限制

的数据仓库数据库中有物流数据。 在 Power BI 服务中，你不能直接连接到该数据库并开始浏览其数据
（除非它是表格模型数据库）。 但是，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或 Excel 查询该物流数据，并将其加
载到你稍后要保存为文件的数据模型中。 然后，可以将文件导入在其中创建数据集的 Power BI。

你可能会想：但是，数据库上的物流数据每天都会改变。 我如何确保我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已被刷
新？来自 Power BI Desktop 或 Excel 文件的连接信息将随数据导入到数据集中。 如果设置了计划刷新
或在数据集上执行手动刷新，Power BI 将使用来自数据集的连接信息和一些其他设置，直接连接到数
据库、查询更新并将更新加载到数据集。 可能需要 Power BI Gateway 以保护本地服务器和 Power BI
之间的任何数据传输。 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所有可视化效果都将自动刷新。

可以看出，不能直接从 Power BI 服务连接到数据源并不意味着无法将该数据导入 Power BI。 只是可能
需要几个更多的步骤，以及来自 IT 部门的一些帮助。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
的数据源。

你会发现术语数据集和数据源在 Power BI 中得到广泛使用。 虽然它们通常用作同义词，但实际上是两
个相关却不同的事物。

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数据以及从内容包、文件导入数据或是连接到实时数据源时，会自动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数据集。 数据集包含有关数据源的信息、数据源凭据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从数据源复制的数据
的子集。 大多数情况下，在报表和仪表板中创建可视化效果时，看到的就是数据集中的数据。

数据源数据源是指数据集中的数据的实际来源。 例如，联机服务（如 Google Analytics 或 QuickBooks）、云中
的数据库（如 Azure SQL 数据库）或者自己组织中的本地计算机或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或文件。

如果你将文件存储在本地驱动器或位于组织中的某个位置的驱动器上，可能需要 Power BI Gateway 以
刷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并且，进行刷新时，保存文件的计算机必须处于开机状态。 你还可以重新
导入你的文件，或使用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发布”，但这些均不是自动的过程。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 团队网站上，然后连接到 Power BI，或将
文件导入 Power BI，则你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将始终保持最新。 由于 OneDrive 和 Power BI 均位
于云中，Power BI 可直接连接到你所保存的文件（约每隔一小时一次），并检查是否有更新。 如果发现
任何更新，将自动刷新数据集和任何可视化效果。

来自服务的内容包将自动更新。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天自动更新一次。 可以手动刷新，但是能否看到更
新的数据将取决于服务提供商。 来自你的组织中的其他人的内容包将取决于所使用的数据源，以及创
建内容包的人员如何设置刷新。

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SQL 数据仓库和 Azure HDInsight 上的 Spark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云
中的数据源。 因为 Power BI 服务也位于云中，Power BI 可使用 DirectQuery，实时地与它们进行连接。
在 Power BI 中显示的内容始终是同步内容，无需设置刷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从 Power BI 连接到它时，此连接类似于云中的
Azure 数据库的实时连接，但数据库本身位于你的组织中的服务器上。 此类型的连接需要 Power BI
Gateway，其通常由 IT 部门配置。

数据刷新是 Power BI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十分深奥，因此在本文中无法一一介绍。 如果你想要全面
地了解数据刷新，则请务必查看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以下注意事项和限制适用于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的所有数据源。 还有其他限制适用于特定的功能，
但下面的列表适用于全面的 Power BI 服务：

数据集大小限制数据集大小限制Power BI 服务中每个数据集的大小限制为 1 GB。



行限制行限制  - 数据集（在不使用 DirectQuery 的情况下）的最大行数为 20 亿，保留其中三个行（从而使最
大可用行数为 1,999,999,997）；在使用 DirectQuery 的情况下，最大行数为 100 万。
列限制列限制  - 数据集中允许的最大列数，在数据集的所有表中，允许的最大列数为 16,000。 这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以及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的数据集。 Power BI 使用每个包含在数据集中的表
的内部行号列，这意味着数据集中所使用的每个表的最大列数为 16,000 减去 1。



激活延长的专业版试用期
2018/7/31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tPsNoPyY9aA?showinfo=0

延长 Pro 试用期的资格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符合资格的用户都可选择延长 Power BI 服务的 Pro 试用期。

在 2017 年 5 月 3 日 Power BI Premium 公告中，Microsoft 宣告对免费 Power BI 服务的更改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生效。 这些更改包括将访问权限扩展到针对所有数据源、提高工作区存储限制以及提高免费服务的刷新率
和流式处理速率，使它们具有与 Power BI Pro 相同的标准。

该公告中还宣布共享和协作功能将仅供 Power BI Pro 用户使用，包括对等仪表板共享、组工作区（现在称为应用
工作区）、导出到 PowerPoint 和使用 Power BI 应用分析 Excel 中的数据。 导出到 CSV/Excel 和 PowerPoint 是 5
月 3 日公告中指定的 Power BI Pro 独有功能，但在收到大量用户社区的反馈后，这一策略改进为这一功能同样可
供免费服务用户使用。

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在过去一年内保持活动状态的免费服务现有用户（在 2017 年 5 月 2 日或之前）可以享
受延长了 12 个月的 Power BI Pro 免费试用优惠。 这个优惠可让用户在下一年中使用 Power BI Pro 的所有功能，
这是对社区表示的感谢，也可让用户有时间适应更改。

2017 年 6 月 1 日，有资格的用户将在登录服务时收到通知，告知他们更改已生效，并提示他们注册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优惠。 用户的 IT 管理员无法控制产品内通知，也不能代表用户注册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 每个
有资格的用户必须单独完成这一过程。

用户可选择在 12 个月内的任意时间注册优惠，但无论何时接受优惠，延长 Pro 试用期都将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结束，对任何用户都是如此。 届时用户可以选择购买 Power BI Pro，如果选择不采取行动并且不购买 Power BI
Pro，将转换为没有共享和协作功能的 Power BI 免费版本。

Power BI Pro 没有任何更改。 2017 年 6 月 1 日及之后登陆服务的用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也不会收到通知。 拒
绝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优惠的用户或者不符合资格享受优惠的用户将会继续使用没有共享和协作功能的
Power BI 免费版本。 用户随时都可通过访问 Power BI 网站注册标准的 60 天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帐户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才有资格享受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extended-pro-trial.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tPsNoPyY9aA?showinfo=0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microsoft-accelerates-modern-bi-adoption-with-power-bi-premiu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NOTENOTE

如何激活

NOTENOTE

登登录时录时的体的体验验

以后再激活以后再激活

2016 年 5 月 3 日与 2017 年 5 月 2 日之间的 Power BI（免费）活动用户有资格延长 Pro 试用期。
以前曾使用或目前正在使用 60 天产品内 Pro 试用期的用户仍然有资格延长 Pro 试用期。

通过 Office 365 内的 Power BI Pro 或 Power BI Pro 试用订阅获得许可证的用户无法享受此优惠。

有两种方法可激活延长 Pro 试用期。 第一种是在登录 Power BI 时激活。 如果错过了该时机，还可以在通知区域
内看见这个选项。

产品内通信不受管理员控制，将发送给有资格的用户。

在登录 Power BI 服务时，有资格的用户会看到一个弹出通知。 选择“激活试用期”将会开始延长 Pro 试用期。 不需
要任何进一步的操作。

然后，在试用期内，用户能够访问所有现有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如果选择“暂不激活”，还可以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试用期结束前的任意时间激活延长 Pro 试用期。

如果因选择“暂不激活”而错过了弹出通知，可以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试用期结束前的任意时间激活延长 Pro 试
用期。 可以在“通知中心”完成此操作。

在通知中心，用户将看到有关延长 Pro 试用期的通知。 该通知将在用户消除前持续存在。

在通知内，可以选择“激活试用期”，然后开始试用。 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操作。



激活后

常见问题

NOTENOTE

后续步骤

然后，在试用期内，用户能够访问所有现有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激活后，将在右上角看到试用期的剩余天数。

可以查看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条款和条件中的条款。 对于所有符合资格的用户，延长 Pro 试用期都将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结束。

2017 年 5 月 3 日之后注册的新用户是怎样的情况？

2017 年 5 月 3 日之后注册 Power BI（免费）的用户没有资格延长 Pro 试用期。 但是，他们可以使用标准的 60 天
Pro 试用期。

我如何知道组织中哪些人有资格延长 Pro 试用期？

虽然没有一种直接的甄别方法，但是你可以查看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针对 Power BI 的集成应用程序报表，
从而发现过去 30 天内组织中的活动用户。 这样你可以知道哪些人符合条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查找已登录
的 Power BI 用户。

合格期限内且拥有免费许可证的活动用户将收到弹出通知。

Azure AD 报表不指示用户在 Power BI 中使用的是免费版还是 Pro。 它只报告哪些用户已登录到 Power BI 及其登录时间。
出现在报表中的用户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符合延长 Pro 试用期的条件。

管理员可以阻止用户激活延长 Pro 试用期吗？

不行。 管理员无法阻止用户激活延长 Pro 试用期或 Power BI Pro 的服务内 60 天试用期。

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的条款和条件
适用于个人用户的 Power BI 服务协议

https://aka.ms/power-bi-trial
https://aka.ms/power-bi-trial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terms-of-service/


Power BI Premium 公告
查找已登录的 Power BI 用户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ka.ms/pbipremium-announcement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Microsoft Flow 和 Power BI
2018/7/31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hmNstC39Mw

创建由 Power BI 数据警报触发的流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通过模板创建使用 Power BI 的流

Microsoft Flow 是一款跨企业用户依赖的日益增多的应用程序和 SaaS 服务自动执行工作流的 SaaS。 使用 Flow，
可以通过集成常用应用和服务（包括 Power BI）来自动执行任务，从而获得通知、同步文件、收集数据等。 借助工作
流自动化，执行重复任务不再是难事。

立即开始使用 Flow。

观看 Sirui 创建一个 Flow，该 Flow 在 Power BI 警报触发时向同事发送包含详细信息的电子邮件。 然后按照视频
下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本教程介绍了如何创建两个不同的流：一个是通过模板创建，另一个是从头开始创建。 若要继续学习本教程，请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警报，创建一个免费的 Slack 帐户，然后注册 Microsoft Flow（此产品免费！）。

在此任务中，我们将使用模板创建一个由 Power BI 数据警报（通知）触发的简单流。

1. 登录到 Microsoft Flow (flow.microsoft.com)。

2. 选择“我的流我的流”。

3. 选择“使用模板使用模板创创建建”。

4. 在搜索框中查找 Power BI 模板，然后选择“在触发 Power BI 数据警时，向任何受众发送电子邮件>继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low-integration.md
https://flow.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getting-started
https://flow.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getting-starte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hmNstC39Mw
https://flow.microsoft.com/en-us/#home-signup


生成流生成流

此模板包含一个触发器（通知爱尔兰新获奥运会奖牌的 Power BI 数据警报）和一个操作（发送电子邮件）。 在你选择
字段的同时，Flow 会显示可以包含的动态内容。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在消息正文中添加磁贴值和磁贴 URL。

1. 在触发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Power BI 数据警报。 选择“爱爱尔尔兰兰新新获奖获奖牌牌”。 若要了解如何创建警报，请
参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警报。

2. 输入一个或多个有效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编辑”（如下所示） 或“添加动态内容”。



3. 流会为你创建可保留或修改的标题和消息。 在 Power BI 中创建警报时设置的所有值都可供使用 -- 只需将
光标置于其中并从灰色突出显示区域选择即可。

4. 例如，如果你在 Power BI 中创建了警报标题“我们获得了另一枚奖牌”，则可以选择“警报标题”将该文本添加
到电子邮件的“主题”字段。

而且，你可以接受默认电子邮件正文或自行创建正文。 以上示例包含对消息的一些修改。

5. 完成后，选择“创建流”或“保存流”。 此时，系统已创建并计算流。 Flow 会在有错误时提示你。

6. 如果有错误，请选择“编辑编辑流流”修复错误。如果没有错误，请选择“完成完成”运行这一新流。

7. 触发数据警报时，将向你指定的地址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从头开始创建使用 Power BI 的 Flow

生成流生成流

在此任务中，我们将从头开始创建一个由 Power BI 数据警报（通知）触发的简单流。

1. 登录 Microsoft Flow。

2. 依次选择“我的流” > “从头开始创建”。

3. 在搜索框中查找 Power BI 触发器，然后选择“Power BI - 当数据驱动警报触发时”。

1.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警报名称。 若要了解如何创建警报，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警报。

2. 依次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 “添加操作添加操作”。

3. 搜索 Outlook，然后选择“创创建事件建事件”。



后续步骤

4. 填写事件字段。 在你选择字段的同时，Flow 会显示可以包含的动态内容。

5. 完成后，选择“创创建流建流”。 此时，Flow 会保存并计算流。 如果没有错误，请选择“完成完成”运行此流。 此时，系统会
将这一新流添加到“我的流我的流”页中。

6. 当 Power BI 数据警报触发流时，你会收到如下 Outlook 事件通知。

开始使用 Microsoft Flow
在 Power BI 服务中设置数据警报
在 iPhone 上设置数据警报

https://flow.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getting-started/


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适用于德国云客户的 Power BI 常见问题解答
2018/7/3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服服务务具有可用于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协议 (EU/EFTA) 客户的版本，通常称为 Microsoft Cloud Deutschland
(MCD)。 本文中讨论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版本是为欧盟/EFTA 客户专门设计的，独立且不同于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商业
版本或为政府客户提供的 Power BI 服务。

以下问题和答案为 Microsoft Cloud Deutschland (MCD)（为欧盟/EFTA 客户专门提供的 Power BI 服务云）中的
Power BI Pro 服务提供重要信息。

1. 德国云的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是什么？是什么？

面向欧盟/EFTA 客户的 Power BI 服务（也称为 Microsoft Cloud Deutschland (MCD)）是符合 Power BI 服务
要求的欧盟/EFTA 云，从德国数据中心传递。 用于欧盟/EFTA 云的 Power BI 服务中的所有客户数据均以静态
方式存储在德国，T 系统作为独立的德国数据被信任方运行，并具有对德国法律所控制数据的物理和逻辑访
问权限。 欧盟/EFTA 云的 Power BI 服务要求使用与 Power BI 服务的商业版帐户不同且独立的帐户。 请参
阅此处，了解有关 Microsoft Cloud Deutschland 的详细信息。

2. 在哪里可以找到在哪里可以找到  Power BI Germany 云的定价和注册信息？云的定价和注册信息？

你可以在 Power BI Germany 云主页上找到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定价信息。 在该页面上，你还可以找到一个
用于注册 Power BI Pro 服服务务  30 天试用版（包含 25 个用户许可证）的链接。 作为试用版注册的一部分，你可
以根据需要选择购买或添加其他许可证。 此外，我们还提供企业协议 (EA)、政府和非营利性定价。 请联系
Microsoft 客户代表，了解详细信息。

3. 我有一个德国云租我有一个德国云租户户，它是，它是  Azure Germany 和和/或或  Office 365 Germany 订阅订阅的一部分。我可以使用的一部分。我可以使用现现

有租有租户户注册注册  Power BI Germany 吗吗？？

是的。 作为注册过程的一部分，你可以选择使用现有德国云租户管理员帐户登录，并将 Power BI Pro 服务许
可证添加到德国云中的现有租户。 请注意，德国云租户和用户帐户与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不同。

4. 德国云的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是否提供免是否提供免费费服服务务？？

不行。 我们不会在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中提供免费的许可证版本。 但是，如果你的业务需求符合 Power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ovde-faq.md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cloudservices/nationalclou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ower-bi-germany/


终结终结点名称和点名称和 /或使用情况或使用情况 德国云德国云  URL 的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 公有云中的等效公有云中的等效  URL（用于交叉引用）（用于交叉引用）

主页、注册和登录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ower-
bi-german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Power BI 服务直接登录 https://app.powerbi.de/?
noSignUpCheck=1

https://app.powerbi.com/?
noSignUpCheck=1

服务 API https://api.powerbi.de/ https://api.powerbi.com/

用于用户许可证管理、服务运行状态，以

及管理员支持请求的 Office 门户
https://portal.office.de/ https://portal.office.com/

AAD 颁发机构 URI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de/commo
n/oauth2/authorize/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comm
on/oauth2/authorize/

Power BI 服务资源 URI https://analysis.cloudapi.de/powerbi/api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
i

自定义视觉对象库 https://app.powerbi.de/visuals/ https://app.powerbi.com/visuals/

注册用于 Power BI 的应用程序（用于
Embedded）

https://app.powerbi.de/apps https://app.powerbi.com/apps

Azure 门户（用于 Embedded） https://portal.microsoftazure.de/ https://portal.azure.com/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BI 免费产品/服务要求，我们建议你在我们的公有云中注册Power BI 免费产品/服务。

5. 我可以将我可以将  Power BI Desktop、、Power BI 移移动动版、本地数据网关和版、本地数据网关和  Publisher for Excel 与德国云的与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一起使用一起使用吗吗？？

是。 我们更新了 Power BI 客户端产品，以便与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无缝协作。 请使用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帐户登录，以便开始使用与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相同的客户端产品。 你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最新版
本的客户端产品：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移动
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6. 德国云的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是存在任何功能限制？是存在任何功能限制？

以下服务功能目前在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中不可用：

向网络发布

ESRI 提供的 ArcGIS 地图
Power BI Embedded（单独计量的 ISV 许可，将在以后通过 Microsoft Azure Germany 提供）

7. 在哪里可以找到德国云的在哪里可以找到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具体配置信息，以便在我的具体配置信息，以便在我的应应用程序中使用和集成？用程序中使用和集成？

我们更新了 SaaS 嵌入开发人员示例，以及德国云和其他 Power BI 云的具体配置信息。 请查看示例中的
Cloud Configs 文件夹，获取云具体配置终点。 下表列出了德国云的 Power BI 服务（以及用于交叉引用的公
有云）的各种配置终点。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atewa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xcel-dashboard-publisher/
https://azure.microsoft.com/overview/clouds/germany/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ower-bi-german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app.powerbi.de/?noSignUpCheck=1
https://app.powerbi.com/?noSignUpCheck=1
https://api.powerbi.de/
https://api.powerbi.com/
https://portal.office.de/
https://portal.office.com/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de/common/oauth2/authorize/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common/oauth2/authorize/
https://analysis.cloudapi.de/powerbi/api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https://app.powerbi.de/visuals/
https://app.powerbi.com/visuals/
https://app.powerbi.de/apps
https://app.powerbi.com/apps
https://portal.microsoftazure.de/
https://portal.azure.com/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执行各种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和学习资料（包括介绍如何注册服务的文章），请查看以下资源：

Power BI 的引导学习
Power BI 服务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gettingstarted?tutorial-step=1


  

开始使用第三方应用
2018/7/20 • • Edit Online

Power BI 应用权限

撤消第三方应用权限。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使用由 Microsoft 以外的其他公司或个人构建的应用。 例如，你可以使用一个第三方应用，
该应用将 Power BI 集成到自定义构建的 web 应用程序中。 当你使用第三方应用时，将要求你向应用程序授予对你
的 Power BI 帐户和资源的某些权限。 重要的一点是，应仅向你知晓和信任的应用程序授予权限。 可随时撤消已授
予应用程序的权限。 请参阅撤消第三方应用权限。

以下是应用程序可以请求的访问权限类型。

查查看所有看所有仪仪表板表板

此权限使应用程序可查看你有权访问的所有仪表板。 其中包括你自己的仪表板、你从内容包获取的仪表
板、与你共享的仪表板以及你所属的组中的仪表板。 应用程序不能对仪表板做出任何修改。 此权限的作
用之一是，应用程序可将你的仪表板内容嵌入到其体验中。

查查看所有看所有报报表表

凭借此权限，应用程序能够查看你有权访问的所有报表。 其中包括你自己的仪表板、你从内容包获取的仪
表板以及你所属的组中的仪表板。 作为查看报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应用程序也可以查看其中的数据。
应用程序不能对报表本身进行任何修改。 此权限的作用之一是，应用程序可将你的报表内容嵌入到其体
验中。

查查看所有数据集看所有数据集

凭借此权限，应用程序能够列出你有权访问的所有数据集。 其中包括你自己的数据集、你从内容包获取的
数据集以及你所属的组中的数据集。 应用程序能够看到你的全部数据集的名称及其结构，其中包括表格
和列名称。 该权限给予读取数据集中数据的能力。 该权限不授予应用程序向数据集进行添加或做出更改
的权限。

读读取和写入所有数据集取和写入所有数据集

凭借此权限，应用程序能够列出你有权访问的所有数据集。 其中包括你自己的数据集、你从内容包获取的
数据集以及你所属的组中的数据集。 应用程序能够看到你的全部数据集的名称及其结构，其中包括表格
和列名称。 该权限给予读写数据集中数据的能力。 应用程序还可以创建新的数据集或对现有数据集进行
修改。 应用程序通常使用该权限将数据直接发送到 Power BI。

查查看用看用户户的的组组

凭借此权限，应用程序能够列出你所属的所有组。 它可以将此权限与列出的某些其他权限配合使用来查
看或更新特定组的内容。 应用程序不能对组本身做出任何修改。

可通过转到 Office 365 我的应用网站撤消向第三方应用授予的权限。

下面介绍如何在 Office 365 我的我的应应用用网站上撤消第三方权限：

1. 转到 Office 365 我的应用网站。

2. 在我的我的应应用用页上，查找第三方应用。

3. 将鼠标悬停在该应用磁贴上，单击 (...) 按钮，然后单击删删除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ower-bi-get-started-third-party-apps.md
https://portal.office.com/myapps




Power BI 支持的见解类型
2018/6/27 • • Edit Online

见解的工作原理

我们可以发现哪些类型的见解？

类别离群值（上/下）

更改时序中的点

Power BI 可快速搜索数据集的不同子集，同时应用一组复杂的算法来发现潜在相关的见解。 Power BI 会在预定时
间内扫描数据集中尽可能多的内容。

可以针对数据集或仪表板磁贴运行见解。

以下是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算法：

针对模型中的度量值，突出显示维度的一或两个成员值远大于维度的其他成员值的情况。

突出显示数据时序中的趋势明显变化的情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insight-types.md


关联

低方差

多数（主要因素）

检测当根据数据集中的某个维度绘制多个度量值时，多个度量值彼此之间显示关联的情况。

检测数据点不偏离平均值的情况。

查找当总值由另一个维度分解时，其多数可能归因于单一因素的情况。



时序中的整体趋势

时序中的季节性

稳定份额

检测时序数据中的向上或向下趋势。

查找时序数据中的周期模式，例如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季节性。

突出显示子值的份额相对于跨连续变量的整体父值有父子关联的情况。



时序离群值

后续步骤

针对跨时序的数据，检测特定日期或时间值明显不同于其他日期/时间值的情况。

Power BI 见解

如果你拥有一个数据集，可对其进行优化以生成见解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中的聚合函数
2018/6/28 • • Edit Online

什么是聚合函数？

数据类型

为什么聚合不按我希望的方式运行？

有时需要通过数学方式合并数据中的值。 数学运算可以是求和、平均值、最大值、计数等。当你合并数据中的值时，
就称其为聚合。 该数学运算的结果是聚合。

当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创建可视化效果时，可聚合数据。 通常聚合函数就是你所需的，但有些时候
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聚合这些值。 例如，求和与求平均值。 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管理和更改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
的聚合函数。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数据类型，因为数据类型决定了数据的聚合方式以及是否可聚合。

大多数数据集都具有多种数据类型。 按照最基本的级别，数据要么是数值或者其他。 可使用求和、平均值、计数、
最小值、方差及其他方式聚合数值数据。 即使是文本数据（通常称为分类数据）也可以进行聚合。 如果尝试聚合分
类字段（通过将其放置在“值” 或“工具提示”等仅限数值的存储桶中），Power BI 可以计算每个类别的出现次数或非
重复出现次数。 并且，日期等特殊类型的数据有其自带的几个聚合选项：最早、最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在下面的示例中：

“销售量”和“生成价格”为包含数值数据的列

“分段”、“国家/地区”、“产品”、“月份”和“月份名称”包含分类数据

当在 Power BI 中创建可视化效果时，将通过一些分类字段聚合数值字段（默认值为求和）。 例如，“按产品”的销售量
和“按分段”的生产价格。 部分数值字段通常称为度量值。 在 Power BI 报表编辑器中很容易识别度量值 - 在“字
段”列表中显示的度量值带有 ∑ 符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报表编辑器... 教程。

使用 Power BI 服务中的聚合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困惑。有时，你可能有一个数值字段，但 Power BI 却不允许你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ggregates.md


更改数值字段的聚合方式

改聚合。 或者，你可能有一个字段（如年份），但你并不希望进行聚合，只是想计算它的出现次数。

大多数情况下，此问题源于字段在数据集中的定义方式。 字段可能会被定义为文本，这就是无法对其进行求和或计
算平均值的原因。 遗憾的是，只有数据集所有者才能更改字段的分类方式。 因此，如果你具有数据集所有者权限，
则在 Desktop 或用于创建数据集的程序（如 Excel）中均可解决此问题。 否则，请联系数据集的所有者，以寻求帮
助。

为了避免产生混淆，我们在本文结尾部分特别提供了“注意事项和故障排除”一节。 如果你在这一部分中仍没有获得
答案，请在 Power BI 社区论坛中提问，直接获取 Power BI 团队的快速响应。

假设你有一个计算各种产品销量总和的图表，但你想要求平均值。

NOTENOTE

1. 创建一个使用类别和度量值的图表。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按产品的销售量”。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将为每个产品（按“轴”中的类别） 创建求和销售量（按“值”中的度量值）的图表。

2.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右键单击度量值，然后选择所需的聚合类型。 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的是“平均值”。
如果未找到所需的聚合，请参阅下面的“注意事项和故障排除”部分。

下拉列表中显示的选项视以下因素而定：1) 所选的字段以及 2) 数据集所有者采用的字段分类方式。

3. 现在，你的可视化效果采用的是按平均值聚合的方式。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聚合数据的方法

国家国家 /地区地区 数量数量

美国 100

英国 150

加拿大 100

德国 125

法国

日本 125

澳大利亚 150

聚合字段时可用的某些选项：

不求和不求和。 如果选择此选项，该字段中的每个值会分开处理且不求和。 此选项常用于不应该求和的数值 ID 列。
求和求和。 这会对该字段中的所有值求和。
平均平均值值。 求出值的算术平均值。
最小最小值值。 显示最小的值。
最大最大值值。 显示最大的值。
计计数（非空白）数（非空白）。 这会计算该字段中非空白值的数目。
计计数（非重复）数（非重复）。 这会计算该字段中不同值的数目。
标标准偏差准偏差。

方差方差。

中中值值。 显示中间值。 这是上下具有相同项数的值。 如果有 2 个中值，Power BI 会取其平均值。

例如，下列数据：

将得到下列结果：

不求和不求和：分别显示每个值

求和求和：750
平均平均值值：125
最大最大值值：150
最小最小值值：100
计计数数(非空白非空白)：6



使用类别（文本）字段创建聚合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计计数数(非重复非重复)：4
标标准偏差准偏差：20.4124145...
方差方差：416.666...
中中值值：125

你还可以聚合非数字字段。 例如，如果有产品名称字段，则可以将其作为值来添加，然后设置为“计数”、“非重复计
数”、“第一个”或“最后一个”。

1. 在本示例中，已将“产品”字段拖放到“值”中。 这些“值”通常用于数字字段。 Power BI 识别其属于文本字段，
将聚合设置为“不汇总”，并向我们提供一个单列的表。

2. 如果将聚合函数从默认的“不汇总”更改为“计数(非重复)”，则 Power BI 会计算各种产品的数目。 在本例中，
有四种不同的产品。

3. 如果将聚合函数更改为“计数”，则 Power BI 会计算总数。 在本例中，该“产品”有 7 项。

4. 通过将同一字段（在本例中为“产品”）拖放到“值”中，并保留默认聚合函数“不汇总”，Power BI 可按产品细分
计数。

问：为什么我看不到“不不汇总汇总”选项？



NOTENOTE

答：已选择的字段可能是计算度量值或在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的高级度量值。 各个计算度量值都有
自己的硬编码公式。 你无法更改正在使用的聚合函数。 例如，如果它是求和，则只能进行求和。 在“字段”列表中，
计算度量值 与计算器符号一起显示。

问：我有有数值字段，为什么我只能选择“计计数数”和“非重复非重复计计数数”？

A1：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数据集所有者无意中或特意未将字段归类为数值字段。 例如，如果数据集包含年年字段，那
么数据集所有者可能会将其分类为文本，因为年年字段很有可能会用于计数（例如，1974 年出生的人数），而不是用
于求和或计算平均值。 如果你是所有者，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数据集，然后使用“建模建模”选项卡更改数
据类型。

A2：如果字段有计算器图标，则表明它是计算度量值，每个计算度量值都有自己的硬编码公式，其只能由数据集所
有者更改。 正在进行的计算可能是简单的聚合（如计算平均值或求和），但也可能是较为复杂的聚合（如“在父类别
中所占百分比”或“自年初累计总和”）。 Power BI 不会进行求和或计算平均值，只会（使用硬编码公式）针对每个数
据点重新进行计算。

A3：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你将字段放入了只允许分类值的存储桶中。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计数”和“非重复计
数”选项。

A4：第三种可能的原因是，你正在将此字段用于坐标轴。 例如，在条形图坐标轴上，Power BI 每条显示一个非重复
值，完全不会聚合字段值。

上述规则有一个例外，就是散点图，这种图表需要 X 轴和 Y 轴的聚合值。

问：我有一个散点图，但希望不聚合字段。 该怎么办？

答：请将字段添加到“详细详细信息信息”存储桶，而不是 X 轴或 Y 轴存储桶中。

问：向可视化效果添加数值字段时，大多数情况下默认聚合为求和，但在一些情况下默认聚合为计算平均值/计数或
其他一些聚合。 为什么默认聚合并不总是相同？

答：数据集所有者可以视情况设置每个字段的默认汇总。 如果你是数据集所有者，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建建
模模”选项卡中更改默认汇总。

问：我是数据集所有者，我想确保字段永不进行聚合。该怎么办？

答：请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建模建模”选项卡中，将“数据数据类类型型”设置为“文本文本”。

问：我在下拉列表中看不到不不汇总汇总选项。该怎么办？

答：请尝试删除字段，然后重新添加。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中的页面显示设置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5tg-OXzxe2g

在哪里可以找到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页面视图设置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  (app.powerbi.com)  (app.powerbi.com) 中中

我们了解保持报表布局像素完美的重要性。 有时候这会有点困难，因为你和你的同事会使用纵横比和大小不同的
屏幕查看这些报表。

默认显示视图为调调整到整到页页面大小面大小，而默认显示大小为 16:9。 如果你想要锁定不同的纵横比，或者想要用不同的方
式调整报表，有两种工具可帮助你：页页面面视图视图设置和页页面大小面大小设置。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都提供了页面视图设置，但界面稍有不同。 以下两个部分解释了可以在每个
Power BI 工具中的哪个位置找到视图设置。

在报表视图中，选择“视图”选项卡打开页面视图设置，以及手机布局设置。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然后从左上角菜单栏中选择“视图”。

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中均提供了“页面视图”设置。 在“编辑视图”中，报表所有者可以将页面视图设置分配给个别报
表页面，而这些设置会随报表一起保存。 当同事在“阅读视图”中打开该报表时，他们看到的是以所有者设置显示的
报表页面。 在“阅读视图”中，同事可以更改某些页面视图设置，但退出报表时，所做的更改不会保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display-setting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5tg-OXzxe2g


页面视图设置

“页面大小”设置

后续步骤

第一组“页面视图”设置可以控制报表页面相对于浏览器窗口的显示。 可以选择：

调调整到整到页页面大小面大小（默认值）：将内容调整到最适合页面的程度

适适应宽应宽度度：将内容调整到适应页面的宽度

实际实际大小大小：内容以完整大小显示

第二组“页面视图”设置控制对象在报表画布上的位置

显显示网格示网格线线：打开网格，以帮助你在报表画布上定位对象

网格网格线对齐线对齐：与“显示网格线”配合使用，在报表画布上精确定位和对齐对象

锁锁定定对对象象：锁定画布上的所有对象，以便可以移动或调整对象

选择选择窗格窗格：“选择”窗格列出画布上的所有对象；可以确定要显示和隐藏哪个对象

“页面大小”设置仅供报表所有者使用。 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这意味着可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
报表。 这些设置控制报表画布的显示比例和实际大小（以像素为单位）。

4:3 比例
16:9 比例（默认值）
Cortana
Letter
自定义（以像素为单位的高度和宽度）

了解如何在自己的 Power BI 报表中使用“页面视图”和“页面大小”设置。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收藏仪表板、报表和应用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将仪表板或报表添加到收藏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收藏应用

收藏内容后，可从所有工作区访问它。 收藏夹中通常放置最常访问的内容。

本主题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不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还可以选择单个仪表板作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特色仪表板。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演示如何向工作区添加收藏项。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自行进行
尝试。

1. 打开经常使用的仪表板或报表。 即使是与你共享的内容也可以加入收藏夹。

2. 从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选择“收藏”或星形  图标。

还可以从工作区的“仪表板”或“报表”内容视图选项卡中收藏仪表板或报表。

1.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favorit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使用收藏夹

2. 将鼠标悬停在应用上，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选择星形  图标设置为收藏。

1. 若要访问收藏的项，请在任意工作区中，选择“收藏夹”右侧的箭头。 在此处可以选择一个收藏来打开它。
仅列出五个收藏项（按字母顺序排列）。 如果收藏数量超过五个，可选择“查看全部”打开“收藏夹”屏幕（请参
阅下面的第 2 点）。

2. 要查看已加入收藏夹的“所有”内容，请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收藏夹”或“收藏”  图标。

在此处可以进行的操作：打开、确定所有者，甚至与同事共享。



取消收藏内容

后续步骤

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使用报表？ 你可以取消收藏。 取消收藏内容时，会从“收藏夹”列表（而不是 Power BI 中）
删除该内容。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收藏夹”以打开“收藏夹”屏幕。

2. 选择此内容旁边的黄色星号可取消收藏。

请注意：还可以取消收藏仪表板、报表或应用本身。 只需打开并取消选中黄色图标。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焦点”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或报表视觉对象
2018/6/28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tdLul6otYE

什么是焦点模式？

NOTENOTE

仪表板磁贴的焦点模式

焦点模式使你可以展开（弹出）内容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在焦点模式下，你可以查看和修改此视觉对象创建时
应用的筛选器。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以在仪表板磁贴或报表视觉对象上使用焦点模式，而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在报表视觉对象上使用焦点模式。

焦点模式不同于全屏模式。

1. 将鼠标悬停在磁贴可视化效果上，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以焦点模式打开”。

。

2. 该磁贴随即打开并填充整个报表画布。

3. 展开“筛选器”窗格，查看应用于此视觉对象的所有筛选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ocus-mod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tdLul6otYE


报表可视化效果的焦点模式

4. 通过修改筛选器进一步浏览，如果你发现了需要关注的内容，可以将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

5. 通过选择视觉对象左上角的“< 退出焦点模式”，退出焦点模式并返回仪表板。

1. 将鼠标悬停在报表可视化效果上，然后选择“焦点模式”图标 。

2. 此可视化效果随即打开并填充整个画布。



从焦点模式转到全屏模式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3. 展开“筛选器”窗格，查看应用于此视觉对象的所有筛选器。

4. 通过修改筛选器进一步浏览，如果你发现了需要关注的内容，可以将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

5. 通过选择视觉对象左上角的“返回报表”，退出焦点模式并返回报表。

处于焦点模式后，便可以全屏（电视模式）查看磁贴或视觉对象。全屏模式显示将不会有菜单和导航按钮的干扰。

在报表中将焦点模式用于可视化效果时，将能够查看和修改所有筛选器：视觉对象级别、页面级别、钻取以及

报表级别。

在仪表板上将焦点模式用于可视化效果时，将只能够查看和修改视觉对象级别的筛选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 Power BI 服务打印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tlLGRKBvXY

打印仪表板

使用 Power BI 服务打印整个仪表板、仪表板磁贴、报表页或报表视觉对象。 一次只能打印一页报表，而不能一次打
印整个报表。

只有 Power BI 服务才提供打印，而不是 Power BI Desktop。

观看 Amanda 从她的仪表板和报表进行打印。 然后按照视频下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NOTENOTE

1. 打开你想要打印的仪表板。

2. 在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 并选择打印仪表板。

3. 将打开浏览器的“打印”窗口。 选择设置和打印目标，然后选择“打印”。

你看到的打印对话框将取决于所使用的浏览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in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tlLGRKBvXY


打印仪表板磁贴

打印报表页

打印报表视觉对象

NOTENOTE

1. 通过选择省略号，然后选择“焦点”图标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该磁贴。

2. 通过选择顶部导航栏的全屏图标 ，在全屏幕模式下打开磁贴。

3. 将鼠标悬停在该磁贴以显示“选项”菜单。

4. 选择“打印”图标 。

你看到的打印对话框将取决于所使用的浏览器。

报表可以一次打印一个页面。

NOTENOTE

1. 在“阅读视图”或“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选择“文件” > “打印”以打印当前报表页。

3. 将打开浏览器的“打印”窗口。

你看到的打印对话框将取决于所使用的浏览器。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1. 通过将鼠标悬停在磁贴上方并选择右上角的“焦点”图标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视觉对象。

2. 在以上“打印报表页”之下执行步骤 2-3。

问：找不到“打印”按钮。
答：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Desktop，则不支持打印功能。 打印仅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问：一次无法打印所有报表页。

答：这是正确的。 一次只能打印一页报表页。
问：无法打印为 PDF。
答：只有已在你的浏览器中配置 PDF 驱动程序时，才会看到此选项。
问：选择“打印”时所显示的内容与此处显示的内容不匹配。
答：打印屏幕因浏览器和软件的版本而有所不同。

问：打印输出缩放不正确。 仪表板不适合页面。 其他缩放比例和方向的问题。
答：我们无法保证打印的副本与 Power BI 服务中所显示的效果完全相同。 类似缩放、边距、视觉对象详细信息、
方向和大小等不受 Power BI 控制。 有关此类问题的帮助，请参阅你的特定浏览器文档。

与同事和其他人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重命名几乎所有内容
2018/7/20 • • Edit Online

内容内容类类型型 我是作者或我是作者或创创建者建者 与我共享与我共享

工作区中的仪表板 是 否

工作区中的报表 是 否

工作区中的工作簿 是 否

工作区中的数据集 是 否

应用工作区 是的，如果你是所有者或具有管理员权

限

否

已发布的应用 如果你具有管理员权限，可以不从应用

屏幕而从应用工作区更改应用名称，并

使用新名称重新发布

否

应用内容（仪表板、报表、工作簿、数据

集）

如果你具有管理员权限，可以不从应用

屏幕而从应用工作区重命名应用内容，

并使用新名称重新发布

否

与我共享的内容与我共享的内容中的内容 否 否

重命名仪表板、报表或工作簿

本文介绍如何在 Power BI 服务中重命名仪表板、报表、报表页、工作簿、数据集、应用和工作区。

可以更改名称可以更改名称吗吗？？

1. 在工作区中，依次选择“仪表板”、“报表”或“工作簿”选项卡。将鼠标悬停在要重命名的项上，并选择齿轮图标

。 如果未显示齿轮图标，则表示你无权重命名。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name.md


重命名数据集

2. 在“设置”页上，键入新名称，然后选择“保存”。

1. 在工作区中，选择“数据集”选项卡。



重命名应用工作区

NOTENOTE

2. 将鼠标悬停在要重命名的项上，选择省略号 (...)，并选择“重命名”。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各不相同。

3. 在“设置”页上，键入一个新名称，然后选择“保存”。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任何人都可以重命名应用工作区。

1. 在想要重命名的工作区中开始操作。

2. 在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 并选择“编辑工作区”。 如果未显示此选项，则表示你无权重命名此工作区。



重命名报表中的页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3. 键入一个新的工作区名称，然后选择“保存”。

不喜欢 Power BI 报表中页面的名称？ 只需单击鼠标就可重新命名。 可以在报表编辑视图中重命名页。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找到位于 Power BI 窗口底部的报表页选项卡。

3. 通过选择选项卡打开你想要重命名的报表页。

4. 双击选项卡上的名称以突出显示它。

5. 键入一个新的报表页名称，然后选择 ENTER。

如果要重命名的项已与你共享，或属于内容包的一部分，那么你不会看到齿轮图标并且将无权访问“设置”。
如果在“数据集”选项卡上看不到省略号 (...)，请展开浏览器窗口。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中的全屏幕模式
2018/6/28 • • Edit Online

什么是全屏模式？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31gZkyvC54

全屏模式下的仪表板和报表页

显示 Power BI 内容（仪表板、报表页、磁贴和可视化效果），而不受菜单和导航栏的干扰。 可以随时快速获取内容
的纯粹而完整的视图。 有时这也称为电视模式。 在全屏幕模式下可用的功能会因内容而异。

如果使用 Power BI 移动版，全屏可用于 Windows 10 移动应用。 Power BI Desktop 不具有面向报表或可视化效
果的全屏幕模式，但有针对关系视图的调整到页面大小和报表视觉对象的焦点模式。

全屏模式的一些用途包括：

在会议上展示你的仪表板、磁贴、视觉对象或报告

在办公室通过专用大屏幕或投影仪显示

在小屏幕上查看

在锁定模式下查看 -- 你可以触摸屏幕或将鼠标悬停在磁贴上，而不打开基础报表或仪表板

注意：全屏模式不同于焦点（弹出）模式。

观看 Amanda 在全屏模式下打开并导航她的仪表板，然后应用一些 URL 参数来控制默认显示。 然后按照视频下
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1. 从仪表板或报表上方的 Power BI 菜单栏中选择全屏图标 。 仪表板画布或报表页将填充整个屏幕。
以下为仪表板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ullscreen-mod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31gZkyvC54


2. 在全屏幕模式下，有多个菜单选项。 若要显示菜单，只需移动鼠标或光标。

仪表板菜单

报表页菜单

 
使用“返回”按钮导航到浏览器中的前一页。 如果前一页是 Power BI 页面，它也将以全屏模式显示。 全屏模
式将一直保持，直到你退出。

使用此按钮可以全屏模式打印仪表板或报表页。

 
使用“适应屏幕”按钮来尽可能以最大大小显示仪表板，而无需使用滚动条。

 
有时你并不关心滚动条，但希望仪表板能横向填充整个可用空间。 选择“适应宽度”按钮。



全屏模式下的可视化效果和仪表板磁贴

在全屏显示的报表中，使用这些箭头在报表页之间移动。

3. 若要退出全屏模式，请选择“退出全屏”图标。

1. 若要在全屏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和报表可视化效果，必须先从已处于焦点模式的磁贴或可视化效果开
始。

2. 然后，选择该磁贴或视觉对象的全屏图标  。 磁贴或视觉对象将会全屏显示，而无菜单或导航栏。



后续步骤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焦点”模式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删除几乎所有内容
2018/6/28 • • Edit Online

删除仪表板

删删除除仪仪表板表板

删除报表

删删除除报报表表

本文介绍如何在 Power BI 服务中删除仪表板、报表、工作簿、数据集、应用、可视化效果和工作区。

可以删除仪表板。 删除仪表板不会删除基础数据集或与该仪表板相关联的任何报表。

如果你是仪表板的所有者，则可以将其删除。 如果已经与同事共享了仪表板，则从 Power BI 工作区中删除仪
表板将删除他们的 Power BI 工作区中的该仪表板。
如果别人与你共享了仪表板，而你不想再看到它，你可以删除它。 删除仪表板不会从其他任何人的 Power BI
工作区将它删除。

如果仪表板是组织内容包的一部分，将其删除的唯一方法是删除关联的数据集。

1. 在工作区中，选择“仪表板”选项卡。

2. 找到要删除的仪表板并选择“删除”图标。 。

别担心，删除报表不会删除报表所基于的数据集。 从报表固定的任何可视化效果也安全 - 它们将保留在仪表板
上，直到你将它们单独删除。

1. 在“我的工作区”中，选择“报表”选项卡。

2. 找到要删除的报表并选择“删除”图标。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elete.md


删除工作簿

删删除工作簿除工作簿

删除数据集

删删除数据集除数据集

NOTENOTE

3. 确认删除。

如果报表是内容包的一部分，将无法使用此方法将其删除。 请参阅删除与组织内容包的连接。

可以删除工作簿。 但是，删除工作簿同时还会删除包含此工作簿数据的所有报表和仪表板磁贴。

如果工作簿存储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则从 Power BI 中删除时并不会从 OneDrive 中删除它。

1. 在“我的工作区”中，选择“工作簿”选项卡。

2. 找到要删除的工作簿并选择“删除”  图标。

3. 确认删除。

可以删除数据集。 但是，删除数据集同时还会删除包含此数据集数据的所有报表和仪表板磁贴。

如果数据集是一个或多个组织内容包的一部分，则删除它的唯一方式是从使用它的内容包中将其移除，等待它进

行处理，然后重试删除。

1. 在“我的工作区”中，选择“数据集”选项卡。

2. 找到要删除的数据集并选择省略号 (...)。



删除应用工作区

WARNINGWARNING

以管理以管理员员身份身份删删除除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

4. 确认删除。

创建应用工作区后，将创建 Office 365 组。 删除应用工作区后，将删除相应的 Office365 组。 也就是说，组也会从 SharePoint
和 Microsoft Teams 等其他 O365 产品中删除。

作为应用工作区作者，你可以将其删除。 删除它时，如果已将应用发布到整个组织，则同时还会删除所有组成员
的关联应用并从你的 AppSource 中删除。 删除应用工作区不同于离开应用工作区。

1. 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工作区”



从列表中从列表中删删除除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

IMPORTANTIMPORTANT

2. 选择要删除的工作区右侧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编辑工作区”。

3. 在“编辑工作区”窗口中，选择“删除工作区” > “删除”。

如果你不想再成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可以“离开”它，它将从你的列表中删除。 离开工作区对于所有其他工作区
成员不会有任何影响。

如果你是应用工作区的唯一管理员，Power BI 将不允许你离开。

NOTENOTE

1. 从你想要删除的应用工作区中开始。

2. 在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离开工作区” > “离开”。

在下拉列表中看到的选项取决于你是该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还是成员。



删除应用

从你的从你的应应用列表用列表页删页删除除应应用用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可以轻松地从应用列表页删除应用。 但只有应用管理员才可以永久删除应用。

从你的应用列表页删除应用不会删除其他成员的应用。

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以打开应用列表页。

2. 将鼠标悬停在要删除的应用上，然后选择“删除”  图标。

如果意外删除应用，你有多种选项可以进行恢复。 可以要求应用创建者重新发送，可以找到带应用链接的
原始电子邮件，可以检查通知中心以查看是否仍列有该应用的通知，或者可以查看组织的 AppSource。

本文介绍如何删除 Power BI 服务的主要构建基块。 但你可以在 Power BI 中删除更多内容。

删除精选仪表板

删除（取消收藏）仪表板

删除报表页

删除仪表板磁贴

删除报表可视化效果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注册你的美国政府组织
2018/8/2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为你的美国政府组织选择正确的注册流程

作作为为  Office  Office 云新客云新客户户的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组织组织

Power BI 服服务务有一个可供美国政府客户使用的版本，作为 Office 365 美国政府社区美国政府社区订阅的一部分。 本文中讨论
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版本是为美国政府客户专门设计的，独立且不同于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商业版本。

有关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更多信息（包括其功能和限制），请查看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Power BI
- 概述。

本文适用于有权为其美国政府组织注册 Power BI 的管理员。 如果你是最终用户，请与你的管理员联系以获取适用于美国政府
的 Power BI 订阅。

你的美国政府组织可能是 Office 政府云政府云的新用户，也可能已经拥有订阅。 以下部分详细介绍了基于你使用 Office
政府云和 Power BI 的位置的注册步骤，并且与基于你的现有订阅的注册步骤不同。

注册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后，某些功能可能无法使用，除非你的销售人员或支持代表完成了载入流程。 若要查找
这些功能，请参阅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Power BI - 概述。 若要完成载入流程以启用这些功能，请联系你的销售
人员或支持代表。

如果你的组织是新 Office 政府云政府云客户，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ovus-signup.md


NOTENOTE

NOTENOTE

现现有有  Office  Office 政府云客政府云客户户

NOTENOTE

其他注册信息

将将  Power BI  Power BI 试试用版定向到用版定向到  Pro  Pro 客客户载户载入入

将将经销经销商商  Power BI  Power BI 试试用版定向到用版定向到  Pro  Pro 客客户载户载入入

这些步骤应由门户管理员执行。

1. 转到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us/government/office-365-web-services-for-government。

如果暂时不想注册 Office 政府云，请联系销售代表。

2. 选择 Office G3 并完成 Office 试用版的表单
3. 成为 Office 云客户后，继续执行以下“现有 Office 政府云客户”的步骤

如果你的组织是现有 Office 政府云政府云客户，但你没有 Power BI 订阅（免费或以其他方式），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操
作：

这些步骤应由门户管理员执行。

1. 登录到你的现有 Office 政府云帐户并转到管理员门户

2. 选择“计费计费”。

3. 选择“购买购买服服务务”。

4. 选择“Power BI Pro 政府版”选项并在“试试用用”和“立即立即购买购买”之间进行选择

5. 完成你的订单

6. 将用户分配到该帐户。

7. 通过 https://app.powerbigov.us 登录到适用于美国政府客户的 Power BI 服务

以下是有关在各种许可迁移情况下注册“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的更多信息。

单击并依次转到“计费”>“购买服务”>“Power BI Pro 政府版”，并选择“购买”而不是“试用”
填写所需信息并获取许可证

删除 Power BI Pro 试用版或删除旧版许可证，然后将新的许可证分配给用户
登录到 https://app.powerbigov.us

转到“计费”>“订阅”，然后选择“Power BI Pro 政府版订阅”。 将看到以下信息：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us/government/office-365-web-services-for-government
https://app.powerbigov.us
https://app.powerbigov.us


列入允列入允许许列表列表说说明明

免免费费版和美国政府版租版和美国政府版租户户中的中的  Pro  Pro 许许可可证证的的组组合合

后续步骤

可用

已分配

分配到用户链接

如果你仍有已分配的试用版，可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试用版订阅”下方的“已分配”并删除要添加至付费订阅的用户
转到“付费订阅”并分配这些用户

“列入允许列表”是 Power BI 工程团队将客户从商业版云环境移动到安全的政府版云环境的过程。 这可以保证美国
政府版云中提供的功能按预期方式工作。 所有首次购买美国政府版“Power BI”服务的现有（或新）美国政府客户
均“必须”启动以下允许列表过程。 该过程必须在安装或迁移到美国政府版“Power BI”服务之前完成。

若要在美国政府版云中将租户列入白名单，请与 Microsoft 帐户团队联系，以便获取列入白名单协助。 请注意，只
有管理员才能发出此请求。 列入允许列表 的过程大约需要三个星期，在此期间，Power BI 工程团队将作出适当更
改以确保你的租户可在美国政府版云中正常运行。

从 Power BI 免免费费版版许可证迁移到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美国政府版（以及根据定义，迁移到本文前面所述的相关 Pro 许可证
功能）的客户将遇到本文下一部分所述的问题，直至 Power BI 工程团队将其租户列入允许列表。

如果租户中同时有免费版和美国政府 Pro 许可证，则免费和（美国政府）Pro 许可证将继续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个
许可证类型将无法正常运行。 如果租户成功完成列入允许列表过程，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所有免费版许可证用户将无法再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登录到 Power BI，并且将遇到下一部分中所述的功
能缺陷。

分配到美国政府 Pro 许可证的所有客户端将按照预期方式运行，包括使用网关、Power BI Desktop 和移动应
用。

使用免费版和美国政府版租户中的 Pro 许可证的组合并完成 列入允许列表 过程后，预计将出现以下情况：

在在列入允列入允许许列表之前列表之前：

具有免费版许可证的用户在商业云中运行

门户中显示 Pro 美国政府版许可证，并且管理员可以将这些许可证分配给用户。 管理员分配美国政府 Pro
许可证后，Pro 美国政府版用户将不会丢失其免费版许可证中的数据。 分配有许可证的用户可以访问适用
于美国政府版客户的 Power BI Pro 功能，但是将存在下列项目符号列表功能缺陷，直至成功将租户列入允
许列表：

网关、移动应用和 Power BI Desktop 无法进行身份验证
无法访问 Azure 商业数据源
必须从商业版 Power BI 服务手动上传 PBIX 文件
Power BI 移动应用不可用

在在列入允列入允许许列表之后列表之后：

在商业版 Power BI 服务中运行的免费版用户可以继续运行，但是它将按预期方式停止进行身份验证。
美国政府版云中运行的 Pro 用户可以按预期方式使用适用于美国政府版客适用于美国政府版客户户的的  Power BI 服务。

若要标识租户中运行 Power BI 免费版许可证的用户，管理员可以运行授权报告，在此之后，免费版许可证用户将
以 Power BI Standard 身份出现。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执行各种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和学习资料（包括介绍如何注册服务的文章），请查看以下资
源：



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的概述
Power BI 的引导学习
Power BI 服务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gettingstarted?tutorial-step=1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2018/7/17 • • Edit Online

WARNINGWARNING

在 Power BI 服务中设置数据警报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bL2-HJ8clE

设置警报，以便在仪表板中的数据更改超出你设置的限制时通知你。

如果你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有人利用高级版功能与你共享了仪表板，则可以为磁贴设置警报。 只能
为报表视觉对象固定到的磁贴设置警报，而且只能为仪表、KPI 和卡片设置警报。 可以为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
的流数据集中创建的视觉对象设置警报，但无法直接在仪表板上使用“添加磁贴” > “自定义流数据”为创建的流
磁贴设置警报。

即使共享你的仪表板，也只有你可以看到自己设置的警报。 数据警报跨平台完全同步；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
用和 Power BI 服务中设置和查看数据警报。 它们对 Power BI Desktop 不可用。 警报甚至可以是与 Microsoft
Flow 集成的自动警报 - 试试吧。

数据驱动的警报通知提供有关数据的信息。 如果你在移动设备上查看 Power BI 数据，而该设备之后被盗，我们建议使用
Power BI 服务来关闭所有数据驱动的警报规则。

观看 Amanda 将一些警报添加到她的仪表板上的磁贴。 然后按照视频下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此示例使用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中的卡片磁贴。

1. 启动仪表板。 在仪表板仪表、KPI 或卡磁贴中，选择省略号。

2. 选择钟形图标  为“总存储”添加一个或多个警报。

3. 若要开始，请选择“+ 添加警报规则”，并确保滑块已设置为“开启”，并为警报提供一个标题。 标题有助于
轻松识别警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et-data-alerts.md
https://flow.microsoft.co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bL2-HJ8clE


接收警报

4. 向下滚动，输入警报的详细信息。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创建一个在总存储数超过 100 时每天提醒一次的
警报。 警报将出现在我们的通知中心。 并且，我们还将收到 Power BI 发送的电子邮件。

5. 选择保存保存。

当被跟踪的数据到达一个你所设定的阈值时，将发生下列情况。 首先，Power BI 会检查自最后一个警报发出是
否已超过 1 个小时或 24 个小时（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选项）。 只要数据超过阈值，你就会收到警报。

接下来，Power BI 将向通知中心发出警报（可选择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每个警报都包含数据的直接链接。 选
择链接以查看可在其中浏览、共享和了解详细信息的相关磁贴。

1. 如果你已设置警报向你发送电子邮件，则你将在收件箱中找到如下内容。



管理警报

从磁从磁贴贴本身本身

NOTENOTE

2. Power BI 会将消息添加到你的“通知中心”，并会向适用的磁贴添加新的警报图标。

3. 打开你的通知中心以查看警报详细信息。

警报仅适用于刷新的数据。 数据刷新时，Power BI 会查看是否为该数据设置了警报。 如果数据已达到了警报的阈
值，则会触发警报。

可通过多种方法管理警报：从仪表板磁贴本身、从 Power BI 设置菜单，以及在 iPhone 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
用或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各个磁贴。



从从  Power BI  Power BI 设设置菜置菜单单

提示和故障排除

1. 如果需要更改或删除磁贴的警报，请通过选择钟形图标 ，重新打开“管理警报”。 将显示已为该磁贴
设置的所有警报。

。

2. 若要修改警报，请选择警报名称左侧的箭头。

。

3. 若要删除警报，请选择警报名称右侧的垃圾桶。

1. 从 Power BI 菜单栏选择齿轮图标。

。

2. 在“设置”下，选择“警报”。

3. 你可以从此处打开和关闭警报，打开“管理警报”窗口，以进行更改或删除警报。

警报当前不受 Bing 磁贴或带有日期/时间度量值的卡片磁贴支持。
警报仅适用于数字数据类型。



后续步骤

警报仅适用于刷新的数据。 它们不适用于静态数据。
如果生成 KPI/卡片/仪表报表视觉对象，然后将该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那么警报将仅适用于流数据集。

创建集成了数据警报的 Microsoft Flow 
在移动设备上设置数据警报 
什么是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问答中提问的提示
2018/8/22 • • Edit Online

“问答”识别的单词和术语

NOTENOTE

此关键字的列表并不详尽。 查看 Power BI 是否识别某个关键字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在问题框中键入此关键字来进行
试验。 如果字词或术语灰显，则 Power BI 无法识别，或无法在当前上下文中识别它。

下面的列表使用现在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识别所有时态。 例如，“is”包括“are”“was”“were”“will
be”“have”“has”“had”“will have”“has got”“do”“does”“did”。 “sort”包括“sorted”和“sorting”。 此外，PowerBI 识别并包
含某个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 例如，Power BI 识别“year”和“years”。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设备上的 iOS 版 Microsoft Power BI 应用也支持问答。

如果你是数据集的所有者，请添加表述和同义词，为客户改进问答结果。

聚合聚合：总计、求和、金额、数字、数量、计数、平均值、最多、最少、最大、最小、最高、最大值、最大（值）、最低、最小

值、最小（值）

冠冠词词：a、an、the

空白和布空白和布尔尔值值：空白、空、null、以“非”为前缀、空字符串、空文本、true、t、false、f

比比较词较词：vs、对比、比较

连词连词：和、或、每个、与、比较、&、和、但是、也不、加之、除了

缩约词缩约词：Q&A 可识别几乎所有的缩约词，请尝试一下。下面是一些示例：didn’t、haven’t、he’d、he’s、isn’t、it’s、
she’ll、they’d、weren’t、where’ll、who’s、won’t、wouldn’t。

日期日期Power BI 可识别大多数日期术语（日、周、月、年、季度、十年等）以及以多种不同格式编写的日期（见下文）。
Power BI 还可识别下列关键字：月份名称、1 - 31 日、十年。

示例：January 3rd of 1995（1995 年 1 月 3 日）、January 3rd 1995、jan 03 1995、3 Jan 1995、the 3rd of
January、January 1995（1995 年 1 月）、1995 January、1995-01、01/1995（1995/01）、月份名称。

相相对对日期日期：今天、立刻、当前时间、昨天、明天、当前、下一个、即将到来的、上个、之前、以前、早于、之后、晚于、

从、在（某个时间）、在（某天）、今后、以后、未来、过去、（时间）内、（几天）后、超过、N 天前、N 天后、下一个、一
次、两次。

示例：过去 6 天的订单数。

等式（范等式（范围围））：在…中、等于、=、晚于、超过、在…内、在…之间、以前

示例：2012 年以前的订单年份？ 价格在 10 和 20 之间？ John 的年龄大于 40 岁吗？ 总销售额在 200 - 300？

等式（等式（值值））：是、为、等于、在…中、…的…、在…内、在…中、在…上

示例：哪些产品是绿色的？ 订单日期为 2012 年。 John 的年龄是 40 岁？ 总销售额不等于 200？ 订购日期为
2016/1/1。 价格是 10？ 颜色是绿色？ 价格是 10？

名称名称：如果数据集中的列包含词组“姓名”（如“员工姓名”），则“问答”会将该列中的值理解为姓名，你可以像这样提
问，例如“哪些员工的名字叫 rober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q-and-a-tips.md


“问答”帮助你组织描述问题

暂不停止

后续步骤

代代词词：他、他自己、他的、她、她自己、她的、它、它自己、它的、他们、他们的、他们自己、这、这些、那、那些

查询查询命令命令：排列、排列方式、方向、组、分组方式、按、显示、列出、显示、给我、命名、只、仅、排列、排名、比较、

要、与、针对、按字母顺序、按升序、按降序、顺序

范范围围：大于、多于、较大、以上、超过、>、少于、较小、较少、以下、低于、<、至少、不少于、>=、最多、不多于、<=、
在…中、在…间、在…范围、从…中、更晚、更早、早于、晚于、在（某天）、在（某时间）、比…晚、晚于、从…起、以…开
始、从…开始、以…结束

时间时间：am（上午）、pm（下午）、…点钟、中午、午夜、小时、分钟、秒、时:分:秒

示例：10 pm（下午 10 点）、10:35 pm（下午 10:35）、10:35:15 pm（下午 10:35:15）、10 点钟、中午、午夜、小时、分
钟、秒。

前前  N 个个（排序、排名）：前...名、后...名、最高、最低、第一、最后、下个、最早、最新、最旧、最新的、最近的、下一个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类类型型：来源于 Power BI 的所有视觉对象。 如果是“可视化效果”面板中的选项，那么你可以将其包含在你
的问题中。 除你已手动添加到“可视化效果”面板的自定义视觉对象以外。

示例：按照月份和销售总额以条形图显示地区

疑疑问词问词（关系、限定）（关系、限定）：时间、哪里、哪个、谁、多少、多少次、多久一次、金额、数字、数量、多久、什么

“问答”尽力确保答案准确地反映了所问的问题。 它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全
部、部分或者根本不接受操作。 当你键入问题时，“问答”：

会自动完成单词和问题。 它使用各种策略，包括自动完成可识别的单词、基础工作簿的常见问题和已返回有效
回复的以前用过的问题。 如果有多个自动完成选项可用，则会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更正拼写。

以可视化效果的形式提供答案预览。 可视化效果在你键入和编辑问题时进行更新（它不会等待你按下 Enter
键）。

当你在问题框中将光标往回移动时，自动建议来自基础数据集的替换术语。

根据基础数据集中的数据重述问题。 由于“问答”采用来自基础数据集中的同义词替换你所用的单词，这样可以
帮助确保“问答”理解了你的问题。
不能理解的模糊词。

“问答”显示结果后，请保持继续谈话！ 使用可视化效果和“问答”的交互功能发现更多见解。

返回到 Power BI 中的问答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安装和使用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
用
2018/8/14 • • Edit Online

获取新的应用

通通过过直接直接链链接安装接安装应应用用

在 Power BI 中，应用将相关仪表板和报表汇总到一处。 组织中的人员可以创建并分发包含关键业务信息的应
用。 可能已使用的外部服务（如 Google Analytics 和 Microsoft Dynamics CRM）也提供 Power BI 应用。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和移动设备上轻松找到并安装应用。 安装应用后，无需记住许多
不同仪表板的名称，因为它们已全部汇总到应用、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中。

借助应用，只要应用作者发布更新，就会自动看到变化。 作者还可以控制数据的计划刷新频率，这样就不必担
心要不断更新了。

计划创作应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同事一起在 Power BI 中创建工作区。

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获取应用。 应用作者可以在 Power BI 帐户中自动安装应用或向你发送应用的直接链
接，或者，你也可以在 AppSource 中进行搜索，在其中可以看到所有可以访问的应用。 在移动设备上的 Power
BI 中，只能通过直接链接（而不是 AppSource）安装应用。 如果应用作者自动安装应用，将能够在你的应用列
表中看到它。

自行安装新应用的最简单方法是从应用作者处获取直接链接。 Power BI 创建安装链接，作者可以发送此链接。

在在计计算机上算机上

单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后，将在浏览器中打开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确认要安装应用后，它会
打开应用登陆页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install-use-apps.md
https://powerbi.com
https://powerbi.com


从从  Microsoft AppSource  Microsoft AppSource 获获取取应应用用

在在  iOS 或或  Android 移移动设备动设备上上

在移动设备上单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后，应用会自动安装，并打开移动应用中的应用内容列表。

此外，还可以查找并安装有权通过 Microsoft AppSource 访问的任何应用。

1. 依次选择“应用”  > “获取应用”。

2. 在 AppSource 的“我的组织”下，可以进行搜索以缩小结果范围，并查找所需的应用。



与应用中的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

后续步骤

3. 选择“立即获取”将其添加到你的应用页。

现在你可以浏览仪表板中的数据和应用中的报表。 有权执行所有标准 Power BI 交互，如筛选、突出显示、排序
和向下钻取。 还可以从表或报表中的其他视觉对象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阅读如何与 Power BI 中的报表进行
交互。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发布应用
适用于外部服务的 Power BI 应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查找并连接组织内容包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查找组织内容包

连接组织内容包

对内容包的更改

后续步骤

只要任何人向组织、通讯组/安全组或你所属的 Office 365 组发布组织内容包，它就会显示在 AppSource 中。 浏览
或搜索 AppSource 可以查找和打开组织内容包。

创建内容包不同于共享仪表板，也不同于在组中针对这些包开展协作。 阅读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进
行共享？以决定具体情况的最佳选项。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解新
工作区体验。

Power BI Pro 用户可以转到 AppSource，查看与整个组织、通讯组/安全组及其所属 Office 365 组共享的内容包。

1.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我的我的组织组织  > 获获取取。
2. 看不到你要寻找的内容包？ 在搜索框中点击，并键入关键字：

3. 选择内容包，以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选择“立即获取”，以连接内容包并将其添加到活动工作区中。 新建仪表板、报表、Excel 工作簿和数据集标有黄色
星号。

如果内容包含有 Excel 工作簿，可能会看到一条警告，提醒你无权查看工作簿。 如果是这样，请要求内容包所有者与
你共享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工作簿。

内容包已锁定。 你可以 保存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副本。

如果内容包所有者对内容包进行了更改，并且：

你尚未制作副本你尚未制作副本  内容包自动更新。
你已制作副本你已制作副本  你的副本将不会更新。

组织内容包简介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分发应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find-and-open.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group-in-Office-365-7124dc4c-1de9-40d4-b096-e8add19209e9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Share-documents-or-folders-in-Office-365-1fe37332-0f9a-4719-970e-d2578da4941c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入门问答
2018/7/20 • • Edit Online

通过“零售分析示例”使用 Power BI 问答

方法 1：使用报表编辑器

有时从你的数据中获得答案的最快方法是使用自然语言提问。 本快速入门将介绍如何通过 2 种不同的方法来创建
同一可视化效果。第一种方法是在报表中生成可视化效果，第二种方法是使用 Power BI 问答提问。 虽然本文将使
用 Power BI 服务，但具体过程几乎与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完全相同。

必须使用可以编辑的报表，才能跟着介绍一起操作。因此，本文将使用可用于 Power BI 的示例之一。

1. 在 Power BI 工作区中，选择“获取数据” >“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 “连接”。

2. 仪表板包含“上年度销售额和本年度销售额”的面积图磁贴。 选择此磁贴。

如果此磁贴是使用问答创建的，选择该磁贴将打开 Q&A。
但是，此磁贴是在报表中创建的，因此将在包含此可视化效果的页中打开报表。

3.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方法是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 如果你不是报表的所有者，则无法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4. 选择此面积图，然后在字段字段窗格中检查设置。 报表创建者通过选择这 3 个值（“时间”>“会计月份”、“销售
额”>“本年度销售额”、“销售额”>“上年度销售额”>“值”），并且在“坐标轴”和“值”框中组织它们来生成此图
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introduction-to-q-and-a.md


方法 2：使用问题解答
我们将如何使用问答着手创建相同的折线图？

1. 重新导航到“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

2. 使用自然语言，在问题框中键入类似如下内容：

本年度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和上一年度和上一年度销销售售额额按月以分区按月以分区图显图显示是什么示是什么

当你键入问题时，Q&A 选择最佳的可视化效果显示你的回答；并且可视化效果会随着问题的修改而动态更
改。 此外，Q&A 还会通过建议、自动完成和拼写更正等功能来帮助你设置问题的格式。

键入你的问题之后，所得到的图表正是我们在报表中看到的同一图表。 但是使用该方式创建要快得多！



后续步骤

3. 类似于使用报表，在问答中你有权访问“可视化效果”、“筛选器”和“字段”窗格。 打开这些窗格以进一步浏览和
修改你的视觉对象。

4. 要将图表固定到仪表板中，请选择固定图标 。

Power BI 中的“问答”

让你的数据在 Power BI 中很好地与“问答”协作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要使用的服务
2018/7/11 • • Edit Online

开始使用

可以连接到许多用以运行你的业务的服务，例如 Salesforce、Microsoft Dynamics 和 Google Analytics。
Power BI 通过使用你的凭据连接到服务，然后创建包含仪表板的 Power BI 应用和一组 Power BI 报表，这些
报表可自动显示数据并提供业务视觉对象见解。

登录到 Power BI，查看所有可以连接到的服务。 Power BI 团队定期添加新的服务。

安装应用后，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获取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ervice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
https://powerbi.com


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2. 在 AppSource 中，选择“应用”选项卡，然后搜索所需的服务。

导入完成后，新的应用将显示在“应用”页上。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应用。

2. 可以通过在问答框中键入来提出问题，或单击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包含的内容

故障排除

可以筛选和突出显示报表中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所做的更改。

连接到服务后，将看到一个新创建的应用，其中包含一个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服务的数据侧重于特定方
案，可能不包括来自服务的所有信息。 计划每天自动刷新一次数据。 可以通过选择数据集来控制计划。

还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某些服务，例如 Google Analytics，并创建你自己的自定义仪表板和报
表。

有关连接到特定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个人帮助页面。

空磁空磁贴贴

Power BI 首次连接到服务时，你可能会在仪表板上看到一组空磁贴。 如果 2 小时后，仪表板仍然为空，很有可
能是连接失败造成的。 如果没有看到包含可修复此问题相关信息的错误消息，请提交支持票证。

选择右上角的问号图标 (“?”)，然后选择“获取帮助”。



服务建议

后续步骤

缺少信息缺少信息

仪表板和报表包括侧重于特定方案的服务中的内容，不包括来自服务的所有信息。 如果内容包中有你未曾见
过的特定元素，请在 Power BI 支持页上发表你的意见。

你是否使用某种服务并希望获得该服务的 Power BI 应用？ 请转到 Power BI 支持页面告诉我们。

你有需要生成应用的服务吗？ 提交你的提名并选择“发布 Power BI 内容包”以开始使用。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support.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
https://support.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
https://azure.microsoft.com/marketplace/programs/certified/apply/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cumatica
2018/8/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Acumatica 内容包可以快速深入了解商机数据。 Power BI 会检索数据（包括商机、帐户和客户），然
后生成默认仪表板以及基于该数据的相关报表。

连接到 Acumatica 内容包，或了解有关 Acumatica 与 Power BI 的集成的详细信息。

此内容包需要 Acumatica v5.2 或更高版本。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cumatica > 获获取取。

4. 输入 Acumatica OData 终结点。 OData 终结点允许外部系统从 Acumatica 请求数据。 Acumatica OData 终
结点按如下所示设置格式，应使用 HTT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cumatica.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cumatic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acumatica


https://[sitedomain]/odata/[companyname]

仅当具有多公司部署时才需要公司名称。 下面包含有关在 Acumatica 帐户中查找此参数的详细信息。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基本基本。 输入来自 Acumatica 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登录录。

6.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进行标记（在选择之后会消失），选择仪表板会显示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布局：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https://[sitedomain]/odata/[companyname]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此内容包需要 Acumatica v5.2 或更高版本，请向 Acumatica 管理员确认版本。

Acumatica OData 终结终结点点

Acumatica OData 终结点按如下所示设置格式，应使用 HTTPS：

登录 Acumatica 时，可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找到应用程序站点域。 在下面的示例中，站点域为 
https://pbi.acumatica.com ，因此要提供的 OData 终结点将为 https://pbi.acumatica.com/odata 。



故障排除

https://<application site domain>/odata/<company name>

后续步骤

仅当具有多公司部署时才需要公司名称。 从 Acumatica 登录页面中可以找到此信息。

如果你无法登录，请验证你提供的 Acumatica OData 终结点的格式是否正确。

如果你遇到连接问题，请向管理员确认你的 Acumatica 版本。 此内容包需要版本 5.2 或更高版本。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2018/8/2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首先会连接到你的 Adobe Analytics 市场营销云帐户。 你将获得一个带
Power BI 仪表板和一组 Power BI 报表的应用，这些报表会提供网站流量和用户维度的相关见解。 此数据每天自动
刷新一次。 可以与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但不能保存更改。

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或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进行 Adobe Analytics 集成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获取应用”。

2. 在 AppSource 中，选择“应用”选项卡，然后搜索所需的服务。

1. 选择Adobe Analytics >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dobe-analytic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dobe-analytic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adobe-analytics


2. Power BI 连接到特定 Adobe Analytics 公司和报表套件 ID（而不是报表套件名称）。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
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3.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 Adobe Analytics 凭据。



4. 单击接受接受以允许 Power BI 访问你的 Adobe Analytics 数据。



查看 Adobe Analytics 仪表板和报表

  ![Adobe Analytics dashboard](media/service-connect-to-adobe-analytics/dashboard.png)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你批准后，导入过程会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新的应用将显示在“应用”页上。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应用。

2. 可以通过在问答框中键入来提出问题，或单击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包含的内容

表名表名 列列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产品 elements= "product" (top 25) 
metrics="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浏览器 elements= "browser" (top 25)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pageviews"

页面 elements= "page" (top 25)
metrics="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visits", "uniquevisitors",
"pageviews", "bounces", "bouncerate", "totaltimespent"

JavaScript 已启用 elements= "javascriptenabled”, “browser” (top 25)

移动 OS elements= "mobileos"(top 25)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pageviews"

搜索引擎关键字 elements= "searchengine" "searchenginekeyword"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pageviews"

搜索引擎到产品 elements= "searchengine", "product"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pageviews"

引用页面 elements= "referrer" (top 15), “page" (top 10)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pageviews"

Geocountry 页面 elements= "geocountry" (Top 20), "page"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pageviews"

在仪表板顶部，尝试在“问答”框中提问。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可以筛选和突出显示报表中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所做的更改。

计划每日刷新数据集。 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Power BI 使用 Adobe Analytics 报表 API 为以下表定义和运行报表：



Geocountry 产品 elements= "geocountry" (Top 20), "product"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国家和地区查找 elements= "geocountry" (Top 200)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语言 elements= "language", "browser" (Top 25)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pageviews",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heckouts", "carts",
"cartviews"

搜索引擎查找 elements= "searchengine" (top 100)
metrics="bounces", "bouncerate", "visitors", "visits", "entries",
"uniquevisitors", "totaltimespent", "cartadditions",
"cartremovals", "carts", "cartviews", "checkouts", "revenue",
"units"

浏览器查找 elements= "browser" (top 25)

表名表名 列列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需要可以访问 Adobe Analytics，包括可以按如下所述访问正确参数。

  

公司公司

登录之后，可以在帐户右上角找到公司值。 该值区分大小写并且需要注意间距。 请完全按照帐户中显示的内容输
入。

报报表套件表套件  ID

创建报表套件时会创建套件 ID。 可以与管理员联系以确定 ID 值。 请注意，这不是报表套件名称。

来自 Adobe 文档：

http://www.adobe.com/marketing-cloud/web-analytics.html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en_US/reference/new_report_suite.html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如果你在提供凭据之后看到指示你没有权限的错误，请向管理员确认你有权访问 Adobe Analytics API。 还需确认
提供的 Adobe ID 链接到市场营销云组织（关联到 Adobe Analytics 公司）。

如果你在遇到错误之前已成功通过凭据屏幕，则可能是报表完成花费的时间太长。 常见错误形式如下：“未能从
Adobe Analytics 报表获取数据。内容包括"引用方，页面"，大致持续时间为 xx 秒”。 请查看“包含的内容”部分，并与
Adobe 实例的大小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法解决此超时问题。 但我们正考虑进行更新以支持较大实例，请
在 https://ideas.powerbi.com 向我们的 Power BI 团队提供反馈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ideas.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lpine Metrics 销售预测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根据需要，Alpine Metrics 为不同规模大小的销售组织提供了云中的预测销售流程优化的尖端技术。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lpine Metrics 销售预测内容包包括指标，例如潜在和预测的销售和风险，从而允许你深入洞察商业前景。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Alpine Metrics 销售预测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AlpineMetrics 销售预测”，然后选择“获取”。

4. 选择“OAuth 2”，然后选择“登录”。 出现提示时，请提供你的 AlpineMetrics 凭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lpine-metric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lpine-metrics


5. 连接后，将自动加载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完成后，将使用帐户中的数据更新磁贴。



包含的内容

- <span data-ttu-id="50879-122">帐户</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2">Account</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3">企业</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3">Busines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4">国家/地区</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4">Count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5">行业</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5">Indust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6">商机</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6">Opportunit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7">人员</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127">Person</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8">预测</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8">Prediction</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29">预测历史记录</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29">Prediction Hist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30">产品</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
130">Product</span></span>  
- <span data-ttu-id="50879-131">区域</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50879-131">Region</span>
</span>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该内容包中包括来自下列表的数据：



系统要求

后续步骤

为了实例化此内容包，Alpine Metrics 帐户需拥有对上表的权限。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ppFigures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可使用 Power BI 和 appFigures 内容包轻松地跟踪有关应用的重要统计信息。 Power BI 会检索数据（包括应用销售
量、下载量和广告统计信息），然后生成默认仪表板以及基于该数据的相关报表。

连接到 appFigures 内容包，或了解有关 appFigures 与 Power BI 的集成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ppFigures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 appFigures 凭据，然后按照 appFigures 身份验
证过程执行。

首次连接时，Power BI 会提示你允许对你的帐户进行只读访问。 选择允允许许以开始导入过程。 这可能需要几
分钟时间，具体取决于你帐号中的数据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ppfigure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ppfigur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appfigures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6. 选择 appFigures 仪表板。 这是 Power BI 为显示数据而创建的默认仪表板。 可以修改此仪表板以便按所需
方式显示数据。



包含的内容

表名表名 说说明明

国家/地区 此表提供国家/地区名称信息。

日期 此表包含在 appFigures 帐户中活动和可见的应用的从当天回
溯到最早 PublishDate 的日期。

事件 此表包含每个应用每天的下载量、销售量和广告信息（按国家/
地区划分）。 请注意，应用和应用内购买信息都处于此单个表中
— 你可以使用类类型型列进行区分。

应用内 此表包含的数据与 appFigures 帐户中的活动、可见应用关联的
应用内购买的不同类型有关。

产品 此表包含的数据与 appFigures 帐户中的活动、可见的不同应用
有关。

故障排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在 Power BI 中 appFigures 提供以下数据：

如果来自某些应用的数据未在 Power BI 中显示，请检查以确保这些应用在 appFigures 站点的应应用用选项卡上可见
且活动。



后续步骤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pplication Insights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使用 Power BI 可通过 Application Insights 遥测创建功能强大的自定义仪表板。 可采用新方式来设想应用遥测。 将
来自多个应用程序或组件服务的指标合并到一个仪表板上。 适用于 Application Insights 的 Power BI 内容包的此第
一个版本包括用于常见使用情况相关指标（如活动用户、页面视图、会话、浏览器和操作系统版本以及地图中用户的

地理分布）的小组件。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Application Insights 内容包。

若要进行连接，需要在 Azure 预览门户中访问应用程序的 Application Insights 概述边栏选项卡。 以下是有关要求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pplication Insights >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pplication-insights.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app-insights-overview/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pplication-insights


4. 提供要连接到的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包括Application Insights 资资源名称源名称、资资源源组组和订阅订阅  ID。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下面的查找 Application Insights 参数。

5. 选择登登录录，然后按照屏幕进行连接。

6. 导入过程会自动开始。 完成时，一个通知会显示，并且一个新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会出现在导航窗格中并
以星号进行标记。 选择仪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
- ApplicationDetails  
- UniqueUsersLast7Days   
- UniqueUsersLast30Days   
- UniqueUsersDailyLast30Days  
- UniqueUsersByCountryLast7Days  
- UniqueUsersByCountryLast30Days   
- PageViewsDailyLast30Days   
- SessionsLast7Days   
- SessionsLast30Days  
- PageViewsByBrowserVersionDailyLast30Days   
- UniqueUsersByOperatingSystemLast7Days   
- UniqueUsersByOperatingSystemLast30Days    
- SessionsDailyLast30Days   
- SessionsByCountryLast7Days   
- SessionsByCountryLast30Days   
- PageViewsByCountryDailyLast30Days  
´´´ 

查找参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Application Insights 内容包包含以下表和指标：

  

资源名称、资源组和订阅 ID 都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找到。 选择名称会打开详细视图，你可以使用“必备”下拉菜单来



后续步骤

查找所需的所有值。

复制这些内容并粘贴到 Power BI 中的字段中：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T Internet Bridge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AT Internet 可帮助你使用其统一数字分析平台 Analytics Suite 从你的数据中提取即时值。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T
Internet Bridge 内容包中包含你站点的访问、源、本地化和设备这些方面的数据。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AT Internet Bridge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T Internet Bridge >获获取取。

4. 指定要连接到的 AT Internet 网站编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t-internet.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t-internet-bridge


5. 选择基本基本作为身份验证机制，提供你的 AT Internet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登录录。

6. 单击连连接接以开始导入过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看
已导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 <span data-ttu-id="6cf55-123">转换</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6cf55-
123">Conversion</span></span>  
- <span data-ttu-id="6cf55-124">设备</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6cf55-
124">Device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6cf55-125">本地化</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6cf55-
125">Localization</span></span>  
- <span data-ttu-id="6cf55-126">源</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6cf55-126">Sources</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6cf55-127">全局访问</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6cf55-127">Global 
Visits</span></span>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此内容包在以下表中包含最近 45 天内的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zure 审核日志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借助 Azure 审核日志内容包，你可以分析和可视化审核日志中存储的信息。 Power BI 会检索数据，生成现成的仪表
板，并基于该数据创建报表。

连接到 Azure 审核日志内容包，或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进行 Azure 审核日志集成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zure 审审核日志核日志  > 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Azure 订阅订阅  ID。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订阅 ID 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audit-log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zure-audit-log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azure-audit-logs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登登录录。

6. 输入你的帐户凭据以完成登录过程。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7. Power BI 会检索 Azure 审核日志数据，并创建随时可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Azure 审核日志内容包需要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访问审核日志。 此处提供了详细信息。

  

可通过两种简单的方法来查找订阅 ID。

1. 从 https://portal.azure.com -> 浏览 -> 订阅 -> 订阅 I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insights-debugging-with-events/
https://portal.azure.com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2. 从 https://manage.windowsazure.com -> 设置 -> 订阅 ID

订阅 ID 会是一组较长的数字和字符，类似于上面步骤 #4 中的示例。

如果你遇到凭据错误或是在尝试刷新时由于凭据无效而出现的错误，请尝试删除 Azure 审核日志内容包的所有实
例并重新连接。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https://manage.windowsazure.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2018/7/11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内容包可以快速深入了解应用数据。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 获获取取。

4. 指定应用集合和应用名称。 可以在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帐户中找到此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mobile.m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azme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提供你的密钥，然后单击“登录”。

6.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在选择之后会消失）：



下一步？

后续步骤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可使用 Power BI 内容包在 Power BI 中浏览和监视 Microsoft Azure 的消耗数据。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Microsoft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获取”。

4. 提供要导入的数据的月数以及你的 Azure Enterprise 注册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查找这些参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consumption-insight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zureconsumption


5. 提供访问密钥进行连接。 在 Azure EA 门户中可以找到用于注册的密钥。

6. 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看已导
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Microsoft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 内容包中包含你在连接流中提供的月份范围的每月报表数据。 该范围是不
断变化的时间窗口，因此包含的日期会随着数据集刷新而更新。

该内容包需要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访问企业功能。

  

Power BI 报表可用于能够查看计帐信息的 EA 直接、合作伙伴和间接客户。 有关查找连接流程所需的每个值的详细
信息，请阅读以下内容。

月数月数

这应是介于 1-36 之间的数字，表示你要导入的数据的月数（从当天算起）。

注册号注册号

这是你的 Azure Enterprise 注册号，可以在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主屏幕上的“注册详细信息”下找到。

https://ea.azure.com/


后续步骤

访问访问密密钥钥

可以在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中的“下载使用”>“API 访问密钥”下找到密钥。

其他帮助其他帮助

有关设置 Azure Enterprise Power BI 包的其他帮助，请登录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以查看“帮助”下的 API 帮助文
件以及“报表”->“下载使用”->“API 访问密钥”下的其他说明。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Azure 搜索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Azure 搜索流量分析允许你监视并了解 Azure 搜索服务的流量。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zure 搜索内容包提供了搜索
数据的详细深入解析，包括过去 30 天内的搜索、索引、服务统计和延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博客文章。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Azure 搜索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Azure 搜索”>“获取”。

4. 提供存储了 Azure 搜索分析的表存储帐户的名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search.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analyzing-your-azure-search-traffic/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zure-search


5. 选择“密钥”作为验证机制，并提供你的存储帐户密钥。 单击“登录”开始加载程序。

6. 加载完成后，导航窗格中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系统要求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Azure 搜索内容包需要对帐户启用 Azure 搜索流量分析。

确保已提供正确的存储帐户名称以及完整的访问密钥。 存储帐户名称应对应使用 Azure 搜索流量分析配置的帐户。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Circuit ID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借助 Power BI 轻松分析 Circuit ID 的通信数据。 Power BI 检索数据，然后生成默认的仪表板并基于此数据生成相
关的报表。 创建连接后，你可以根据需要管理数据并自定义仪表板。 数据每日自动刷新。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Circuit ID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依次选择“Circuit ID”>“获取”。

4. 身份验证方法请选择“基本”并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circuit-id.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circuitid


后续步骤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项将标记为黄色星号。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ClickDimensions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适用于 Power BI 的 ClickDimensions 内容包使用户可以在 Power BI 中利用 ClickDimensions 市场营销数据，从而
使管理团队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其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的成功之处。 在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中可视化和分析电
子邮件交互、Web 访问和表单提交。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ClickDimensions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ClickDimensions > 获获取取。

4. 提供数据中心的位置（美国、欧盟或澳大利亚），然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clickdimension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click-dimensions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基本基本  >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ClickDimensions 凭据。 请参阅下面查找这些
参数中的详细信息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若要连接到 Power BI 内容包，你必须提供与你的帐户对应的数据中心，并使用 ClickDimensions 帐户登录。 如果你
不确定要提供的数据中心，请与管理员进行核对。

  

帐户密钥可在“CRM 设置”>“ClickDimensions 设置”中找到。 从“ClickDimensions 设置”中复制帐户密钥并将它粘贴
到“用户名”字段中。



后续步骤

从“ClickDimensions 设置”中复制 Power BI T令牌并将它粘贴到“密码”字段中。 Power BI 令牌可在“CRM 设
置”>“ClickDimensions 设置”中找到。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内容包可视化和浏览 Power BI 中的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数据。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 Power BI 的 comScore 内容包。

若要连接到内容包，需要 comScore DAx 用户帐户且具有 comScore API 访问权限。 请参阅以下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2. 在“服务”框中，选择“获取”。

3. 选择“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获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connect-to.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comscore


4. 提供想要连接到的数据中心、comScore 客户端 ID 和站点。 有关如何查找这些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
的查找 comScore 参数。

5. 提供 comScore 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连接。 请参阅以下有关查找此值的详细信息。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6. 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看已导
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需要 comScore DAx 用户帐户以及 comScore DAx API 的访问权限才能连接。 请联系你的 comScore DAx 管理员
以确认你的帐户。

  

下面是有关如何查找每个 comScore 参数的详细信息。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连接到的数据中心取决于在 comScore 中导航到的 URL。

如果使用 https://dax.comscore.com，请输入“US”；如果使用 https://dax.comscore.eu，输入“EU”。

客客户户端端

https:
https:


后续步骤

客户端与在登录到 comScore DAx 时提供的相同。

站点站点

comScore 站点确定想要查看的数据来自哪个站点。 你可以从 comScore 帐户查找站点列表。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GitHub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适用于 Power BI 的 GitHub 内容包允许你通过参与、问题、拉取请求和活动用户的相关数据，深入了解 GitHub 存
储机制（也称为存储库）。

连接到 GitHub 内容包或进一步了解 Power BI 与 GitHub 集成。

内容包要求 GitHub 帐户具有存储库的访问权限。 以下是有关要求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GitHub”>“获取”。

4. 输入该存储库的存储库名称和存储库所有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查找这些参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github.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githu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github


5. 输入 GitHub 凭据（如果你已经登录浏览器，可跳过此步骤）。

6. 针对“验证方法”，选择“oAuth2”>“登录”。

7. 按照 Github 验证界面执行操作。 向适用于 Power BI 的 GitHub 内容包授予对 GitHub 数据的权限。

这将把 GitHub 与 Power BI 连接到一起，并允许 Power BI 连接到数据。 数据会每天刷新一次。

8. 连接到存储库后，Power BI 会导入数据。 你将在左侧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 GitHub 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github


包含的内容

表名表名 说说明明

参与 参与者表提供每周汇总的参与者所执行的总新增、删除和提交

操作。 包括前 100 个参与者。

问题 列出所选存储库的所有问题，其中包含计算，如：解决问题的总

时间和平均时间、未解决问题总数和已解决问题总数。 存储库
中没有任何问题时，此表为空。

拉取请求 此表包含此存储库和拉取请求者的所有拉取请求。 它也包含相
关计算，如：有多少未解决、已解决和总的拉取请求、拉取这些

请求花了多少时间，以及拉取请求所耗用的平均时间。 存储库
中没有任何问题时，此表为空。

用户 下表提供了 GitHub 使用者或参与者的列表，他们针对所选的存
储库进行参与、提出问题或解决拉取请求。

里程碑 它具有所选存储库的所有里程碑。

DateTable 此表包含从今天开始推算的和过去多年的日期，可让你按日期

分析 GitHub 数据。

ContributionPunchCard 此表可用作所选存储库的参与穿孔卡。 它会按一周中各天和一
天中各小时来显示提交。 此表未连接到模型中的其他表。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在 Power BI 中 GitHub 提供以下数据：



RepoDetails 此表提供所选存储库的详细信息。

表名表名 说说明明

系统要求

取消授取消授权权  Power BI Power BI

查找参数

<https://github.com/Azure/azure-sdk-for-php> .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具有存储库访问权限的 GitHub。
第一次登录期间授予给适用于 GitHub 的 Power BI 应用的权限。 有关撤消访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
具有足够可用的 API 调用以拉取和刷新数据。

若要取消将 Power BI 连接到 GitHub 的授权，可以撤销 GitHub 中的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itHub 帮
助主题。

  

你可以通过查看 GuiHub 本身的存储库来确定所有者和存储库：

第一部分“Azure”是所有者，第二部分“azure-sdk-for-pho”是存储库本身。 将在存储库的 URL 中看到这两个相同的项
目：

如有必要，可以验证你的 GitHub 凭据。

1. 在另一个浏览器窗口中，转到 GitHub 网站并登录到 GitHub。 将在 GitHub 网站的右上角看到你已登录。
2. 在 GitHub 中，导航到你计划要在 Power BI 中访问的存储库的 URL。 例如：https://github.com/dotnet/corefx。
3. 返回到 Power BI，尝试连接到 GitHub。 在“配置 GitHub”对话框中，使用相同存储库的存储库名称和存储库所有
者。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数据

https://help.github.com/articles/keeping-your-ssh-keys-and-application-access-tokens-safe/#reviewing-your-authorized-applications-oauth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Google Analytics
2018/7/11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要通过 Power BI 连接到 Google Analytics，需首先连接到 Google Analytics 帐户。 你将获得一个 Power BI 仪表板
和一组 Power BI 报表，这些报表会提供网站流量和用户维度的相关见解。 可以与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但不能
保存更改。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Google Analytics。 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进行 Google Analytics 集成的详细信息。

可以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器开始创建自定义仪表板和报表。 只需连接 Google
Analytics 帐户，然后就可以创建可以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的自定义报表。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获取应用”。

2. 在 AppSource 中，选择“应用”选项卡，然后搜索所需的服务。

1. 依次选择“Google Analytics”>“获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google-analytic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google-analytic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google-analytics


2. 出现提示时，输入 Google Analytics 凭据。 选择“oAuth 2”作为身份验证机制，然后单击“登录”。 按照 Google
身份验证流进行操作。如果你配置了双因素身份验证，则其中可能包括双因素身份验证。

3. 单击“接受”以允许 Power BI 访问你的 Google Analytics 数据。



查看 Google Analytics 仪表板和报表

4. Power BI 连接到特定的 Google Analytics 视图。 选择想要连接到的帐户名称、属性名称和视图名称。 此信息
可在 Google Analytics 帐户的左上方或“主页”选项卡上获取。请参阅以下详细信息。

5. 单击“连接”以开始导入过程。

导入完成后，新的应用将显示在“应用”页上。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应用。



  ![](media/service-connect-to-google-analytics/googleanalytics2.png)

下一步？下一步？

系统要求

故障排除

NOTENOTE

2. 可以通过在问答框中键入来提出问题，或单击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在仪表板顶部，尝试在“问答”框中提问。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可以筛选和突出显示报表中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所做的更改。

计划每日刷新数据集。 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若要从 Power BI 连接，需要具有 Google Analytics 帐户。 未连接到 Google Analytics 帐户的其他 Google 帐户将会
出现身份验证错误。

凭据凭据  如果你有多个 Google 帐户，连接时请使用匿名或私密浏览器窗口以确保你使用的是正确帐户。

如果你可以登录 Google，但却收到了显示你的凭据无效的错误消息，请确认你具有 Google Analytics 帐户。

参数参数  参数目前必须具有唯一的名称。 如果你看到显示所选值已重复的错误消息，请选择其他值或在 Google
Analytics 中更改名称使其是唯一的。 对此我们正在进行积极改进。

参数区分大小写。 输入与在 Google Analytics 帐户中显示的完全相同的参数。

https://www.google.com/analytics/
https://www.google.com/analytics/


后续步骤

还有问题？ 打开支持票证以联系 Power BI 团队：

在 Power BI 应用程序中依次选择“问号”>“联系支持人员”。
从 Power BI 技术支持网站（即你正在阅读此文章的地方）中选择页面右侧的联联系支持人系支持人员员。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Insightly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使用 Insightly 内容包可视化和共享 Power BI 中的 Insightly CRM 数据。 使用 Insightly API 密钥连接到 Power BI，
以从 CRM 数据查看和生成报表和仪表板。 使用 Power BI，你可以用新的方式分析数据、创建功能强大的图形和图
表，并显示地图上的联系人、潜在客户和组织。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Insightly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Insightly >获获取取。

4. 选择密密钥钥作为身份验证类型并提供 Insight API 密钥，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请参阅下方有关查找此参数的详细信
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insightly.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insightly


包含的内容

5.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表格表格

联系人 机会 管道阶段 任务完成日期

自定义字段 机会截止日期 项目完成日期 任务

事件 机会预测日期 项目 团队/成员

潜在客户 组织 标记 用户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此内容包包括以下表，其中带有对应记录中的字段：

许多表和报表同样包括唯一的计算字段，如：

含有“分组的”机会预计截止日期、机会实际截止日期、项目完成日期和任务完成日期以便按月份、季度或年份进
行分析的表。

机会的加权值字段（机会值 * 赢得机会的概率）。
基于开始日期和完成日期的任务的平均和总持续时间字段。

含有机会赢得率（赢得计数/总机会计数）和赢得率值（赢得值/总机会值）的计算字段的报表。

需要能够访问 Insightly API 的 Insightly 帐户。 可见性权限将基于用于建立到 Power BI 的连接的 API 密钥。 你可以
见到的任何 Insightly 记录也将在你与他人共享的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中可见。

  

API 密密钥钥

若要从 Insightly 中复制 API 密钥，请从“Insightly 配置文件”菜单中选择“用户设置”并向下滚动。 此字符串将被用于
将你的数据连接到 Power BI。



后续步骤

通过 Insightly API 导入数据，它包括基于你的 Insightly 订阅计划级别的每日限制。 API 文档
https://api.insight.ly/v2.2/Help#!/Overview/Introduction#ratelimit 的速率限制/限制请求部分列出了这些限制

提供的报表使用 Insightly 中的默认字段，并且可能不包含你的自定义项。 编辑报表以查看所有可用字段。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api.insight.ly/v2.2/Help#!/Overview/Introduction#ratelimit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IntelliBoard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使用 IntelliBoard 可以通过报biao服务轻松访问 Moodl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数据。 适用于 Power BI 的
IntelliBoard 内容包还提供其他分析，包括有关课程的指标、已注册的用户、整体表现和你的 LMS 活动。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IntelliBoard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IntelliBoard，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4. 选择 OAuth 2，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请提供你的 IntelliBoard 凭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intelliboard.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intelliboard


5. 连接成功后，将自动加载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加载完成后，将使用 IntelliBoard 帐户中的数据更新磁贴。



包含的内容

- <span data-ttu-id="cfa36-122">活动</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2">Activit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3">代理</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123">Agents</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4">身份验证</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4">Auth</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5">国家/地区</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5">Countrie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6">课程进度</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6">CoursesProgres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7">注册</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7">Enrollment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8">Lang</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128">Lang</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29">平台</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29">Platform</span></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30">总数</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130">Totals</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cfa36-131">用户进度</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cfa36-
131">UsersProgress</span></span>    

系统要求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该内容包中包括来自下列表的数据：

若要实例化此内容包，需要对上述表有权限的 IntelliBoard 帐户。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Lithium
2018/8/2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Lithium 在全球最佳品牌及其客户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同时帮助解答疑问和分享经验。 通过将 Lithium 内容包连
接到 Power BI，你可以衡量你在线社区的关键指标，从而有助于推动销售、降低服务成本和提升忠诚度。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Lithium 内容包。

Power BI 内容包使用 Lithium API。 过多对 API 的调用可能会导致来自 Lithium 的额外费用，请与 Lithium 管理员进行确认。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Lithium > 获获取取。

4. 提供你 Lithium 社区的 URL。 它将采用 https://community.yoursite.com 形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lithium.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lithium
https://community.yoursite.com


5.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Lithium 凭据。 选择 oAuth 2 作为身份验证机制，并单击登登录录，然后按照 Lithium 身
份验证流程进行操作。



6. 完成登录流程后，导入过程将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
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系统要求

后续步骤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Lithium 内容包需要 Lithium 社区 v15.9 或更高版本。 请与你的 Lithium 管理员联系以进行确认。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ailChimp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Power BI 内容包将从你的 MailChimp 帐户拉取数据，并生成一个仪表板、一组报表和一个数据集以便你浏览数
据。 拉入分析以创建 MailChimp 仪表板，并快速确定你的活动、报表和个人订阅者中的趋势。 该数据设置为每日
刷新，确保你正在监视的数据时刻保持最新。

连接到 Power BI 的 MailChimp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MailChimp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 >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 MailChimp 凭据，然后按照身份验证过程进行操作。

首次连接时，将提示你允许 Power BI 对你的帐户进行只读访问。 选择允允许许以开始导入过程，根据帐户中的
数据量，这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ailchimp.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mailchimp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mailchimp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这是 Power BI 为显示数
据而创建的默认仪表板。 可以修改此仪表板以便按所需方式显示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andrill
2018/8/2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Power BI 内容包将从你的 Mandrill 帐户拉取数据，并生成一个仪表板、一组报表和一个数据集以便你浏览数据。
使用 Mandrill 的分析快速深入了解时事通讯或营销活动。 该数据设置为每日刷新，确保你正在监视的数据时刻保
持最新。

连接到 Power BI 的 Mandrill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Mandrill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请选择密密钥钥，并提供你的 API 密钥。 可在 Mandrill 仪表板的设设置置选项卡上找到密匙。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andrill.md
http://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mandrill


选择登登录录以开始导入过程，根据帐户中的数据量，这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这是 Power BI 为显示数
据而创建的默认仪表板。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arketo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使用 Power BI 的 Marketo 内容包，你可以通过有关潜在客户的数据及其活动，深入了解 Marketo 帐户。创建此连
接将检索数据，并自动提供以该数据为基础的仪表板和相关报表。

连接到 Power BI 的 Marketo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Marketo > 获获取取。

4. 输入 Marketo 或你的 Marketo 管理员提供给你的 Marketo REST 终结点，然后选择“下一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arketo.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marketo


阅读有关 Marketo REST 终结点的详细信息：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endpoint-
url/ 。

5. 使用基本基本身份验证方法，输入客户端 ID 作为用用户户名名，并输入客户端密钥作为密密码码。 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
在 Marketo 中或由 marketo 管理员提供 (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custom-
service/)。

这样，Power BI 的 Marketo 内容包将有权访问 Marketo 分析数据，你也能在 Power BI 中分析数据。 数据会
每天刷新一次。

6. 连接到 Marketo 帐户后，将加载具有所有数据的仪表板：

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endpoint-url/
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custom-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marketo


包含的内容

表名表名 说说明明

EmailActivities 有关发送给潜在客户/联系人的电子邮件的数据，包含有关设
备、类别、退信计数和百分比、点击计数和百分比、打开计数和

百分比以及计划名称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中所示的电子邮件
活动是绝对的电子邮件送达情况报表，不对数据应用任何其他

逻辑。 因此，你可能在 Marketo 客户端和 Power BI 之中看到不
同结果。

ProgramActivites 有关具有已更改状态的项目的数据。 此数据包含以下详细信
息：原因、成功、计划采用计数和百分比，以及计划成功计数和

百分比。

WebPageActivities 来自用户网页访问的数据，包括搜索代理、用户代理、网页和时

间。

Datetable 过去一年内的日期。 允许你按日期分析 Marketo 数据。

潜在客户 潜在客户信息，如公司、收入规模、员工数量、国家/地区、潜在
客户评分和潜在客户状态。 将根据潜在客户是否存在于电子邮
件、计划和网页活动数据中进行检索。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对于过去一年间发生的活动，Marketo 可在 Power BI 中提供以下数据：

所有日期均采用 UTC 格式。 根据你的帐户所在时区，日期可能会有所不同（与 Marketo 客户端中也会出现这种情
况）



系统要求

数据数据类类型型 行数行数 API 调调用用

潜在客户信息 15,000 50

邮件活动 150,000 1,000

程序活动 15,000 100

Web 活动 150,000 1,000

程序更改 7,500 50

API 调调用用总总数数 2,200

后续步骤

用于连接的 Marketo 帐户有权访问潜在客户和活动。
可通过众多 API 调用连接到数据。 Marketo 对于每个帐户具有一个 API。 当达到限制时，则无法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API 限制限制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使用 Marketo API 从 Marketo 导入数据。 Marketo 的每位客户具有每天 10,000 个 API 调用的总限制，使用
Marketo API 的所有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此限制。 你可以将这些 API 用于其他集成以及 Power BI 集成。 有关 API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

Power BI 对 Marketo 进行的 API 调用量取决于你的 Marketo 帐户中的数据量。 Power BI 会导入上一年的所有潜在
客户和活动。 以下是来自 Marketo 的数据，以及 Power BI 在导入时使用的 API 调用数量的示例：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Power BI 博客：使用 Power BI 监视和分析你的 Marketo 数据

http://developers.marketo.com/documentation/rest/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3/19/monitor-and-analyze-your-marketo-data-with-power-bi.aspx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Enterprise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可使用 Power BI 内容包在 Power BI 中浏览和监视 Microsoft Azure Enterprise 数据。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Azure Enterprise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Microsoft Azure Enterprise > 获获取取。

4. 提供 Azure 环境 URL、要导入的数据的月数以及你的 Azure Enterprise 注册号。 你的 Azure 环境 URL 会是 
https://ea.azure.com  或 https://ea.windowsazure.cn 。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enterpris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azure-enterprise


5. 提供访问密钥进行连接。 在 Azure EA 门户中可以找到用于注册的密钥。

6. 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看已导
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Azure Enterprise 内容包中包含你在连接流程中提供的月份范围的每月报表数据。 该范围是不断变化的时间窗口，
因此包含的日期会随着数据集刷新而更新。

该内容包需要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访问企业功能。

  

Power BI 报表可用于能够查看计帐信息的 EA 直接、合作伙伴和间接客户。 有关查找连接流程所需的每个值的详细
信息，请阅读以下内容。

Azure 环环境境  URL

此值通常为 https://ea.azure.com，不过可以在登录之后检查该 URL 以进行确认。

https:


后续步骤

月数月数

这应是介于 1-36 之间的数字，表示你要导入的数据的月数（从当天算起）。

注册号注册号

这是你的 Azure Enterprise 注册号，可以在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主屏幕上的“注册详细信息”下找到。

访问访问密密钥钥

可以在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中的“下载使用”>“API 访问密钥”下找到密钥。

其他帮助其他帮助

有关设置 Azure Enterprise Power BI 包的其他帮助，请登录 Azure Enterprise 门户以查看“帮助”下的 API 帮助文
件以及“报表”->“下载使用”->“API 访问密钥”下的其他说明。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ea.azure.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Dynamics AX 内容包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Microsoft Dynamics AX 有三个针对不同业务用户的 Power BI 内容包。 专门针对首席财务官设计的“财务状况”内容
包，它可让你访问有关组织的财务状况的信息。 面向渠道经理的“零售渠道状况”内容包，该内容包专注于销售状况，
通过直接从“零售和商业”提取数据从而预测销售趋势并提出意见。 “成本管理”专为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而设
计，它可提供有关经营业绩的详细信息。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Dynamics AX 零售渠道状况、财务状况 或成本管理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一个 Dynamics AX 内容包，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icrosoft-dynamics-ax.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dynamics-ax-retail-channel-performance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dynamics-ax-financial-performance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dynamics-ax-cost-management


4. 指定你的 Dynamics AX 7 环境的 URL。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Dynamics AX 凭据。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该内容包使用 Dynamics AX 7 OData 数据源分别导入与零售渠道、财务和成本管理状况相关的数据。

此内容包需要 Dynamics AX 7 环境 URL，并且用户应具有访问 OData 数据源的权限。

  

用户登录时可在浏览器中找到 Dynamics AX 7 环境 URL。 只需将根 Dynamics AX 环境的 URL复制到 Power BI 对
话框中。

加载数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耗时取决于你实例的大小。 如果在 Power BI 中看到空报表，请确认你有此报表所
需的 OData 表的访问权限。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Dynamics CRM
2018/7/11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使你能够轻松地访问和分析数据。 Power BI 使用 OData 数据
源以创建描述性模型，其中具有所需的所有实体和度量值，如帐户、活动、商机、产品、潜在客户、用户等。 安装应
用后，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 Dynamics CRM Online销售经理或服务管理器。 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与 Dynamics CRM Online 集成的
详细信息。

此连接需要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2016 或更高版本。 以下是有关要求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获取应用”。

2. 在 AppSource 中，选择“应用”选项卡，然后搜索所需的服务。

1. 选择 Microsoft Dynamics CRM 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或 Microsoft Dynamics CRM 服服务务管理器管理器，然后单击连连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icrosoft-dynamics-crm.md
https://powerbi.com
https://msit.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dynamics-crm-sales-manager
https://msit.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dynamics-crm-customer-servi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microsoft-dynamicscrm


2. 提供与你的帐户相关联的服务 URL。 这将在窗体 https://company.crm.dynamics.com  中，请参阅以下详细信
息。

3. 出现提示时，请提供凭据（如果你已使用了浏览器登录，则可跳过此步骤）。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输入
oAuth2，然后单击登登录录：



查看 Microsoft Dynamics CRM 仪表板和报表

4. 连接后，你将看到为销售经理或服务管理器自定义的仪表板，该仪表板是使用你自己的数据进行填充的：

导入完成后，新的应用将显示在“应用”页上。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应用。



下一步？下一步？

包含的内容

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2. 可以通过在问答框中键入来提出问题，或单击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在仪表板顶部，尝试在“问答”框中提问。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可以筛选和突出显示报表中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所做的更改。

计划每日刷新数据集。 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以下部分详细介绍了销售经理和服务管理器角色中所包含的内容。

请注意，额外的数据将基于分配到 Dynamics CRM Online 用户的安全角色而受限制。

仪表板和报表旨在提供侧重于团队或组的有关近期数据的运营报表。 每个查询受限于从 Dynamics CRM Online 中
检索最大为 100K 的记录。 如果由于组织中的数据量大而超过此限制，设置将失败，因为数据刷新 Dynamics CRM
Online 将被终止。 如果你的帐户过大，请考虑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进行连接以生成自定义解决方案。

  

仪表板和报表包含关键指标，例如：

获胜收入

胜率

往来收入

失败收入

预期收入

平均每笔成交额等。

它们还包含关键图表，例如：

获胜和失败收入趋势，获胜收入 Vs 估计收入趋势
按照各个方面（如行业、地区、区域）的获胜收入

按收入、活动划分的销售主管，

排名靠前的帐户，排名靠前的获胜/失败交易，
新潜在客户趋势、销售漏斗等。



CRM 实实体体 应应用的用的筛选筛选器器

帐户 有在过去的 365 天内修改的相关商机的所有帐户。

活动 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所有活动 
[modifiedon] > 今天 - 90 天

业务部门 所有未禁用的业务部门 
[isdisabled] = false

潜在客户 在过去的 180 天内修改的所有潜在客户 
[modifiedon] > 今天 - 180 天

商机 在过去的 365 天内修改的所有商机 
[modifiedon] > 今天 - 365 天

商机产品 在过去的 365 天内修改的所有商机产品 
[modifiedon] > 今天 - 365 天

产品 所有活动产品 
[statecode] <> 1

区域 所有区域

用户 所有非委派管理员的活动用户 
[isdisabled] = false，并且 [accessmode] <> 4

服服务务管理器管理器

这些指标和图表有助于了解你的销售组织业绩并且对你的销售团队进行销售漏斗分析。

下表列出了此服务中可用的 CRM 实体，并且还提供了有关应用于每个实体记录的筛选器的详细信息。

  

这些仪表板和报表包含关键指标，例如：

CSAT 百分比
SL A Met 百分比
已提升案例百分比

平均处理时间

已解决案例总数

活动案例总数

知识库文章在案例中的使用次数等。

它们还包含关键图表，例如：

新近案例、已解决案例、已提升案例的案例数量趋势

按照各个方面（如来源、位置、优先级、类型）划分的案例数量

按 CSAT 百分比、SL A met 百分比、活动、已解决案例划分的负责人
最常使用和查看次数最多的知识库文章等。

这些指标和图表有助于了解你的支持组织业绩并且对你的服务团队和服务队列进行活动案例工作量分析。

下表列出了此服务中可用的 CRM 实体以及有关应用于每个实体记录的筛选器的详细信息。



CRM 实实体体 应应用的用的筛选筛选器器

帐户 有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相关案例的所有帐户。

活动 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所有活动 
[modifiedon] > 今天 - 90 天

案例 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所有案例 
[modifiedon] > 今天 - 90 天

案例解决活动 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所有案例解决活动 
[modifiedon] > 今天 - 90 天

联系人 有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相关案例的所有联系人。

知识文章 所有最新版本的知识文章 
[islatestversion] = true

知识文章事件 在过去的 90 天内修改的所有知识文章事件 
[modifiedon] > 今天 - 90 天

队列 所有活动队列 
[statecode] = 0

队列项 在过去的 365 天内创建的所有案例相关的队列项 
[createdon] > 今天 - 365 天 
[objecttypecode] = 112

用户 所有活动用户 
[isdisabled] = false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一个有效的 Dynamics CRM Online 2016 或更高版本实例（Power BI 不适用于本地 CRM 版本）。 如果没有
2016 或更高版本：
管理员必须启用站点设置中的 OData 终结点。
任何表格中小于 100k 条记录的帐户。 请注意，如果该帐户有权访问超过 100k 条记录，导入将会失败。

  

在浏览器的 URL 栏中可以找到该实例的地址。 它通常具有以下格式： https://[instance_name].crm.dynamics.com 。

Power BI 仅支持 Dynamics CRM 2016 终结点。 该连接不适用于早期版本的 CRM Onlin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直接连接到你的帐户。

如果你遇到连接问题，请确认：

你提供的是正确的实例 URL（使用管理员帐户检查）
该实例是 CRM Online 2016
已启用 OData 终结点

此外，请尝试使用 OData URL https://[instance_name].crm.dynamics.com/api/data/v8.0/  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进行连接。



后续步骤

如果确认拥有 Dynamics CRM Online 2016，但是连接时仍出现问题，请与 CRM 管理员联系以确认已拥有所有可
用的更新。

如果没有 CRM Online 2016 或更高版本，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直接连接到你的帐户。

如果看到错误“数据刷新失败，因为查询超过 100000 条记录的最大限制”，请考虑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或
使用 CRM 解决方案模板。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2018/8/3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的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内容包，你可以轻松访问和分析来自 Dynamics Marketing 的数
据 该内容包使用以 OData 数据源为基础的描述性模型，其中包括所有所需条目和度量值，例如程序、活动、市场营
销联系人、公司、潜在客户、潜在客户互动、潜在客户分级、营销电子邮件和网站、行为观察、预算、财务交易、绩效

KPI 等。

连接到 Power BI 的 Dynamics Marketing 内容包。

需要为 Dynamics Marketing 实例指定有效的 OData URL（此内容包对于本地 CRM 版本无效）。 其他要求见下文。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icrosoft-dynamics-marketing.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microsoft-dynamics-marketing


4. 提供与你的帐户相关联的 OData URL。 应采用 “https:// [instance_name].marketing.dynamics.com/analytics”
形式。

5. 出现提示时，请提供凭据（如果你已使用了浏览器登录，则可跳过此步骤）。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输入
oAuth2，然后单击登登录录：

6. 连接后，你将看到含有你的数据的 Dynamics Marketing 仪表板。 黄色星号标记着左侧导航窗格中的新项
目。



系统要求

故障排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需要为 Dynamics Marketing 实例指定有效的 OData URL（此内容包对于本地 CRM 版本无效）。
管理员必须启用站点设置中的 OData 终结点。 在组织组织数据服数据服务务部分中，导航到开始开始  > 设设置置  > 站点站点设设置置，可以
找到 OData 终结点的地址。 OData URL 的格式为： https://[instance\_name].marketing.dynamics.com/analytic
用于访问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的用户帐户/身份必须与注册用于 Power BI 的用户帐户/身份一致。 登
录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时，使用用于 Power BI 的相同身份自动登录。 若希望使用其他帐户登录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请先使用该帐户注册为 Power BI 用户。 我们希望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解决此
问题。

尝试连接到 Dynamics CRM 帐户时，如果看到“登录失败”消息，请确认使用与访问 CRM Online OData 数据源所
用的同一帐户登录 Power BI。 也请尝试在浏览器中登录到源，以便在其中进行测试。

请管理员确认 OData URL 正确且已启用 OData 终结点。

检查所用 Dynamics Marketing 版本 - 18.0 和 18.1版本中进行了其他修复，如果使用较早版本并仍遇到问题，可考
虑升级。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打开支持票证以联系 Power BI 团队：

https:/analytics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应用中选择问号 > 联联系支持人系支持人员员。

从 Power BI 技术支持网站（即你正在阅读此文章的地方）中选择页面右侧的联联系支持人系支持人员员。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Microsoft Dynamics NAV
2018/7/11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借助 Power BI，轻松获得有关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数据的见解。 Power BI 会检索数据（销售和财务数据），然
后基于该数据生成带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Power BI 需要具有对从中检索数据（在本例中为销售和财务数据）的表
的访问权限。 以下是有关要求的详细信息。 安装应用后，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或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进行 Microsoft Dynamics NAV 集
成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获取应用”。

2. 在 AppSource 中，选择“应用”选项卡，然后搜索所需的服务。

1. 选择 Microsoft Dynamics NAV，然后选择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microsoft-dynamics-nav.md
https://powerbi.com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microsoft-dynamics-nav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microsoft-dynamics-nav


2. 出现提示时，请输入你的 Microsoft Dynamics NAV OData URL。 URL 应与以下模式相匹配：

https//instance.navserver.com:7048/DynamicsNAV90_Instance1/OData/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

NAV 服务器名称应与“instance.navserver.com”相匹配

NAV 服务器实例名称应与“DynamicsNAV90_Instance1”相匹配

NAV 公司名称应与“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相匹配

获取此 URL 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 Dynamics NAV 中转到 Web 服务，找到 powerbifinance Web 服
务并复制 Odata URL，但是省去此 URL 字符串中的“/powerbifinance”。

3. 选择基本基本并输入你的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凭据。



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你需要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帐户的管理员凭据（或至少对销售和财务数据的访问权限）。 当前仅支持基
本（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

4. Power BI 会检索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数据，并为你创建随时可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导入完成后，新的应用将显示在“应用”页上。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应用”，然后选择应用。



下一步？下一步？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故障排除

2. 可以通过在问答框中键入来提出问题，或单击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在仪表板顶部，尝试在“问答”框中提问。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可以筛选和突出显示报表中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所做的更改。

计划每日刷新数据集。 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仪表板和报表包含下表中的数据（区分大小写）：

ItemSalesAndProfit
ItemSalesByCustomer
powerbifinance
SalesDashboard
SalesOpportunities
SalesOrdersBySalesPerson
TopCustomerOverview

若要将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数据导入到 Power BI 中，则需要具有对从中检索数据的销售和财务数据表（上面
已列出）的访问权限。 表中需要具有一些数据，当前不能导入空表。

Power BI 使用 Microsoft Dynamics NAV 的 Web 服务来检索数据。 如果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实例中有大量
数据，将 Web 服务使用情况影响降到最低的建议：按需更改刷新频率。 另一个建议是让一个管理员创建应用并进行
共享，而不是让每个管理员都创建自己的应用。

“参数参数验证验证失失败败，，请请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
如果在键入 Microsoft Dynamics NAV URL 后看到此错误。 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URL 完全采用这种模式：



后续步骤

https//instance.navserver.com:7048/DynamicsNAV90_Instance1/OData/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

NAV 服务器名称应与“instance.navserver.com”相匹配
NAV 服务器实例名称应与“DynamicsNAV90_Instance1”相匹配
NAV 公司名称应与“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相匹配

请确保所有字母均为小写。

请确保该 URL 采用“https”。

请确保此 URL 的末尾没有尾随正斜杠。

“登登录录失失败败”
如果在使用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凭据登录后收到“登录失败”的错误，你则可能遇到了以下的其中一个问题：

你使用的帐户没有权限从你的帐户中检索 Microsoft Dynamics NAV 数据。 验证其是否为管理员帐户，然后重
试。

当前正在尝试连接的 Dynamics NAV 实例不具有有效的 SSL 证书。 在这种情况下，你将看到更详细的错误消息
（“无法建立受信任的 SSL 关系”）。 请注意，不支持自签名的证书。

“糟糕糟糕”
如果你在通过身份验证对话框后看到“糟糕”的错误对话框，则说明 Power BI 在加载数据时遇到了问题。

请验证 URL 已采用上面指定的模式。 一个常见错误是指定：

https//instance.navserver.com:7048/DynamicsNAV90\_Instance1/OData

正确的做法是将与你的 NAV 公司名称匹配的“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部分包含在
内：

https//instance.navserver.com:7048/DynamicsNAV90\_Instance1/OData/Company('CRONUS%20International%20Ltd.')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Office365Mon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使用 Power BI 和 Office365Mon 内容包可轻松分析 Office 365 故障和运行状况性能数据。 Power BI 将检索你的数
据（包括故障和运行状况探测），然后基于该数据构建可立即使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 Power BI 的 Office365Mon 内容包。

需要使用 Office365Mon 管理员帐户连接和加载 Power BI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Office365Mon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 > 登登录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office365mon.m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office365mon


出现提示时，输入Office365Mon 管理凭据，然后按照身份验证过程进行操作。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请选择 Office365Mon 条目。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使用 Office365Mon 订阅凭据进行登陆后，若显示登登录录失失败败，则表明所用帐户无权检索你的帐户中的
Office365Mon 数据。 验证其是否为管理员帐户，然后重试。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Planview Enterprise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lanview Enterprise 内容包，你可以可视化你的资源，并以全新的方式直接在 Power BI 中使用管理数据。 使
用你的 Planview Enterprise 登录凭据以交互方式查看证券投资开销，了解你是否超出或低于预算，并知道你的项目
如何很好地与公司战略重点保持一致。 你还可以扩展现成的仪表板和报表，以获取对你最重要的信息。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 Planview Enterprise 内容包

若要将 Planview Enterprise 数据导入 Power BI，你必须是 Planview Enterprise 用户，且已在角色上启用 Reporting Portal
Viewer 功能。 其他要求见下文。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在 Power BI 页上，选择 Planview Enterprise，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planview.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planview-enterprise


4. 在 Planview Enterprise URL 文本框中，输入你想使用的 Planview Enterprise 服务器的 URL。 在 Planview
Enterprise 数据库文本框中，输入 Planview Enterprise 数据库的名称，然后单击下一步。

5. 在身份验证方法列表中，若未选择基本基本选项，则选择该项。 输入帐户的用用户户名名和密密码码，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系统要求

6. 在左窗格中，从仪表板列表中选择 Planview Enterprise。
Power BI 会将 Planview Enterprise 数据导入仪表板。 请注意，加载数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后续步骤：

若要将 Planview Enterprise 数据导入 Power BI，你必须是 Planview Enterprise 用户，且已在角色上启用 Reporting
Portal Viewer 功能。 其他要求见下文。

此过程假设你已使用 Power BI 帐户登录到 Microsoft Power BI 主页。 如果没有 Power BI 帐户，请转到
powerbi.com，在“Power BI - 云协作和共享”下，选择“免费试用”。 然后单击“获取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Prevedere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获取独家和关键财务信息的访问权限，从而自信主动地发展你的业务。

连接到 Power BI 的 Prevedere 内容包。

如果你不是现有的 Prevedere 用户，请使用示例密钥进行尝试。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Prevedere，然后选择“获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preveder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prevedere
https://prevederepowerbiconnector.azurewebsites.net/static/learnmore.html


4.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请选择“密钥”，然后键入你的 Prevedere API 密钥。

5. 选择“登录”以开始导入过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查
看已导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此内容包获取了零售预测、预测模型、主要指标等见解。

此内容包需要访问 Prevedere API 密钥或示例密钥（见下文）。

 现有的客户可以使用 API 密钥来访问他们的数据。 如果你还不是客户，你可以使用示例密钥来查看数据和分析示
例。

加载数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耗时取决于你实例的大小。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prevederepowerbiconnector.azurewebsites.net/static/learnmore.html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Project Online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Microsoft Project Online 是一个灵活的在线解决方案，用于项目组合管理 (PPM) 和日常工作。 Project Online 使组
织能够开始运转、排定项目资产组合投资优先级以及交付预期业务价值。 Power BI 的 Project Online 内容包可使你
从 Project Online 发掘见解，以帮助管理项目、项目组合和资源。

连接到 Power BI 的 Project Online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Microsoft Project Online >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project-onlin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project-online


4. 在 Project Web App URL 文本框中，输入你要连接到的 Project Web Add (PWA) 的 URL，然后点击下一下一
步步。 请注意，如果你使用自定义域，则它可能与示例不同。 在“PWA 站点语言”文本框中，键入与 PWA 站点
语言相对应的数字。 对于英语，键入单个数字“1”；法语键入“2”；德语键入“3”；葡萄牙语（巴西）键入“4”；葡萄牙
语（葡萄牙）键入“5”以及西班牙语键入“6”。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 >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 Project Online 凭据，然后按照身份验证过程进
行操作。

请注意，需要拥有项目组合查看者、项目组合经理或管理员权限才能连接到 Project Web App。



6. 你将看到一个通知，指示你的数据正在加载。 根据帐户的大小，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Power BI 导入数据
后，可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13 个报表和数据集。 这是 Power BI 为显示数据而创建的默认
仪表板。 可以修改此仪表板以便按所需方式显示数据。

7. 仪表板和报表准备就绪后，即可开始浏览你的 Project Online 数据！ 内容包附带 13 个丰富而详细的报表，
分别为项目组合概述（6 个报表页面），资源概述（5 个报表页面）和项目状态（2 个报表页面）。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展开内容包展开内容包

下载GitHub PBIT 文件，进一步自定义和更新内容包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github.com/OfficeDev/Project-Power-BI-Content-Packs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Project "Madeira"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和 Project "Madeira" 内容包，可以轻松获得有关 Project "Madeira" 数据的深入见解。 Power BI 会检
索数据（销售和财务数据），然后基于该数据生成全新的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Project
"Madeira" 或阅读有关 Project "Madeira" 与 Power BI 集成的更多信息。

此内容包需要具有对从中检索数据（在此示例中为销售和财务数据）的表的访问权限。 下面是有关各种要求的详细信息。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Project "Madeira" Analytics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Project "Madeira"，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Project "Madeira" URL。 URL 需要完全按照以下模
式：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Company('CRONUS%20US')，加上你的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project-madeira.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project-madeira
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Company(%27CRONUS US


NOTENOTE

Project“Madeira”公司名称。 请注意，末尾没有尾部斜杠，并且连接必须是 HTTPS。 请参阅以下有关查找此
URL 的详细信息。

5. 出现提示时，选择“基本”作为身份验证方法，输入你的 Project "Madeira" 电子邮件地址作为用户名，然后输
入 Project "Madeira" 帐户的 Web 服务访问密钥作为密码。 如果你已经在浏览器中登录到 Project
"Madeira"，则可能不会看到凭据提示。 请参阅以下有关生成此访问密钥的详细信息。

用户必须是 Project "Madeira" 中的超级用户。



系统要求

6. 连接后，将自动加载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完成后，将使用帐户中的数据更新磁贴。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若要将 Project "Madeira" 数据导入 Power BI，则需要具有对从中检索数据的销售和财务数据表的访问权限。 内容
包所需的所有表（区分大小写）包括：



´´´ 
- ItemSalesAndProfit  
- ItemSalesByCustomer  
- powerbifinance  
- SalesDashboard  
- SalesOpportunities  
- SalesOrdersBySalesPerson  
- TopCustomerOverview  
´´´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获获取正确的取正确的  URL在 Project "Madeira"中获取此 URL 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转到 Web 服务，找到 powerbifinance Web
服务，并复制 Odata URL（使用右键单击和复制快捷方式），但是省去此 URL 字符串中的 “/powerbifinance…”部分。

Web 服服务访问务访问密密钥钥为了使用来自 Project "Madeira" 的数据，你将需要为你的用户帐户创建 Web 服务访问密钥。
在 Project "Madeira" 中，搜索“用户”页面，然后打开用于用户帐户的卡。 在此处你可以生成一个新的 Web 服务访问
密钥，并将其复制到“Power BI 连接”页中的“密码”字段。

开始使用 Web 服务访问密钥是，今后都将使用此密钥，因此在弹出的消息中选择“确定”。 创建密钥时，你可以选择
它是否在某个特定日期后过期。

选择“确定”时，将创建一个密钥，你可以将其复制到“Power BI 连接”页中的“密码”字段。

Power BI 仪表板依赖于上面所列的已发布的 Web 服务，并且如果你从当前的财务解决方案导入数据，它将显示来
自演示公司或你自己的公司的数据。 但是，如果出现问题，本部分将提供针对大多数典型问题的解决方法。

“参数参数验证验证失失败败，，请请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



后续步骤

如果在输入 Project "Madeira" URL 后看到此错误消息，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URL 完全采用这种模式
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Company('CRONUS%20US')
删除括号中公司名后的任何文本

请确保此 URL 的末尾没有尾随正斜杠。
确保此 URL 使用安全连接，如以 HTTPS 开头的 URL 所示。

“登登录录失失败败” 如果在你使用 Project "Madeira" 凭据登录到仪表板时，收到“登录失败”错误，这可能是由于以下问题之
一导致的：

你所使用的帐户没有从你的帐户读取 Project "Madeira" 数据的权限。 验证 Project "Madeira" 中的用户帐户，并
确保你使用了正确的 Web 服务访问密钥作为密码，然后重试。
你正在尝试连接到的 Project "Madeira" 实例不具有有效的 SSL 证书。 在这种情况下，你将看到更详细的错误消
息（“无法建立受信任的 SSL 关系”）。 请注意，不支持自签名的证书。

“糟糕糟糕” 如果在你通过身份验证对话框后，看到“糟糕”错误对话框，这一错误经常是由于连接到内容包的数据时出现
的问题所造成的。 验证该 URL 是否采用了之前指定的模式：
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Company('CRONUS%20US')

一个常见错误指定特定 Web 服务的完整 URL：
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Company('CRONUS%20US')/powerbifinance

或者，你可能忘记了指定公司名称：

https://mycronusus.projectmadeira.com:7048/NAV/OData/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Projectplace by Planview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 Projectplace by Planview 内容包，你能够以全新的方式直接在 Power BI 中可视化你的协作项目数据。 使用你
的 Projectplace 登录凭据交互式查看关键项目统计信息，找出最活跃和最富生产力的团队成员，并识别出
Projectplace 帐户各项目中存在风险的卡片和活动。 你还可以扩展现成的仪表板和报表，以获取对你最重要的信
息。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 Projectplace 内容包

要将 Projectplace 数据导入 Power BI，则你必须是 Projectplace 用户。 其他要求见下文。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在 Power BI 页上，选择 Projectplace by Planview，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projectplac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projectplace


4. 在 OData 数据源 URL 文本框中，输入想要使用的 Projectplace OData 数据源的 URL，如下图所示：

5. 在身份验证方法列表中，若 OAuth未被选择，则选择该项。 点击登登录录，然后按照登录流程操作。



系统要求

6. 在左侧窗格中，从仪表板列表中选择 Projectplace。 Power BI 将 Projectplace 数据导入仪表板。 请注意，加
载数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仪表板包含显示来自你 Projectplace 数据库的数据的磁贴。 下图为 Power BI 中默认 Projectplace 仪表板的
示例。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要将 Projectplace 数据导入 Power BI，则你必须是 Projectplace 用户。 此过程假设你已使用 Power BI 帐户登录到



后续步骤

Microsoft Power BI 主页。 如果没有 Power BI 帐户，请转到 powerbi.com，在“Power BI - 云协作和共享”下，选
择“免费试用”。 然后单击“获取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QuickBooks Online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从 Power BI 连接到 QuickBooks Online 数据时，你将立即获得一个 Power BI 仪表板和 Power BI报表，报表提供了
关于业务现金流、盈利率和客户等的信息。 按原样使用仪表板和报表，或者对其进行自定义以突出显示你最关注的
信息。 此数据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QuickBooks Online 内容包。

若要将你的 QuickBooks Online 数据导入 Power BI，你需要是 QuickBooks Online 帐户管理员，并使用管理员帐户凭据进行登
录。 无法在 QuickBooks Desktop 软件中使用此连接器。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QuickBooks Online，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quickbooks-online.md
https://dxt.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quickbooks-online


NOTENOTE

4.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5. 出现提示时，输入 QuickBooks Online 凭据，然后按照 QuickBooks Online 身份验证过程操作。 （如果你已
经在浏览器中登录到 QuickBooks Online，则可能不会看到凭据提示。）

你的 QuickBooks Online 帐户需要管理凭据。

6. 在下一屏幕中选择你想要连接到 Power BI 的公司。

7. 在下一屏幕中选择授授权权以开始导入过程。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具体耗时取决于公司数据的大小。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会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8. 选择 QuickBooks Online 仪表板。 此仪表板由 Power BI 自动创建，以显示你导入的数据。 你可修改此仪表
板按所需方式显示数据。



故障排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糟糕糟糕 ! 出出现错误现错误。。”

如果在选择授授权权后出现此消息：

“糟糕！ 出现错误。” 请关闭此窗口，然后重试。

此公司的另一用户已订阅该应用程序。 若要对此订阅进行更改，请联系 [ 管理员电子邮件 ]。”

...这意味着你公司的另一个管理员已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公司数据。 联系该管理员以共享仪表板。 目前，只能有
一个管理员用户可以将特定的 QuickBooks Online 公司数据集连接到 Power BI。 Power BI 创建仪表板后，管理员
可以与多个同事在同一 Power BI 租户上共享此仪表盘。

“此此应应用未用未设设置允置允许许来自你所在国家来自你所在国家/地区的地区的连连接接”



后续步骤

当前 Power BI 仅支持 QuickBooks Online 的美国版本。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alesforce
2018/7/17 • • Edit Online

连接方式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轻松连接到你的 Salesforce.com 帐户。 创建此连接可检索你的数据，并自动提供基于数据的
仪表板和相关报表。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Salesforce 内容包或阅读有关 Salesforce 与 Power BI 集成的更多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单击 Salesforce，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4. 选择登登录录启动登录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alesforc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alesfor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salesforce


5.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Salesforce 凭据。 单击允允许许以便 Power BI 可以访问你的 Salesforce 基本信息和数
据。

6. 使用下拉列表选项，配置你想导入 Power BI 的内容：

仪仪表板表板

选择基于某一角色的预定义仪表板（例如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这些仪表板从 Salesforce 中引入一组特定的标
准数据，且不包括自定义字段。



报报表表

从你的 Salesforce 帐户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报表。 这些报表将与你在 Salesforce 中的视图相匹
配，并且可以包含来自自定义字段或对象的数据。

如果看不到任何报表，请在你的 Salesforce 帐户中添加或创建它们，然后再次尝试连接。

7. 单击“连接”以开始导入过程。 导入过程中，你会看到显示导入正在进行的通知。 导入完成后，你会看到其中
有你的 Salesforce 数据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全都列在左侧导航窗格中。



系统要求和注意事项

故障排除

““无法无法连连接到接到远远程服程服务务器器””消息消息

后续步骤

你可以更改此仪表板，使其按你所需的方式显示数据。 你可以通过问答提问 - 或者单击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并在仪
表板中更改磁贴。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与已启用 API 访问的 Salesforce 生产帐户连接
登录期间授予 Power BI 应用权限
帐户具有足够可用的 API 调用，以拉取和刷新数据
刷新操作需要有效的身份验证令牌。 确保你导入的 Salesforce 数据集在 5 个以下，因为 Salesforce 限制每个应
用程序最多使用 5 个身份验证令牌
Salesforce 报表 API 具有限制，最多支持 2,000 行数据。

如果遇到任何错误，请查看上述要求。 另请注意，当前不支持登录到自定义或沙盒域的功能。

如果在尝试连接到 Salesforce 帐户时收到“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消息，请参阅 Outsystems 论坛上的这一解决方
案：Salesforce 连接器登录错误消息：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数据

https://www.outsystems.com/forums/Forum_TopicView.aspx?TopicId=17674&TopicName=log-in-error-message-unable-to-connect-to-the-remote-server&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endGrid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Power BI 的 SendGrid 内容包允许你从你的 SendGrid 帐户提取见解和统计信息。 使用 SendGrid 内容包可以在仪
表板中可视化你的 SendGrid 统计信息。

连接到 Power BI 的 SendGrid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SendGrid 内容包，并单击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提供你的 SendGrid 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登登录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endgrid.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endgrid


包含的内容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以及左侧导航窗格中的数据集，其中填充了过去 90 天的电
子邮件统计信息。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SendGrid 仪表板中提供以下指标：

总体电子邮件统计信息 - 请求、已发送的邮件、已退回的邮件、拦截的垃圾邮件、垃圾邮件报表等。
按类别列出的电子邮件统计信息

按地理位置列出的电子邮件统计信息

按 ISP 列出的电子邮件统计信息
按设备、客户端、浏览器列出的电子邮件统计信息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erviceNow 以报告事件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ServiceNow 提供包括业务、运营和 IT 管理在内的多个产品和解决方案，从而提升你的业务。 此内容包包含有关打
开、最近解决的和最近关闭的事件的多个报表和见解。

连接到用于 ServiceNow 事件 的 Power BI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ServiceNow 事件事件”>“获获取取”。

4. 提供 ServiceNow 实例的 URL 和要引入的天数/记录数范围。 请注意，达到限制后，导入将会停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ervicenow.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ervicenow


5. 出现提示时，输入 ServiceNow 基本基本凭据。 请注意，目前不支持单一登录。有关系统要求的详细信息如下所
示。

6. 完成登录流程后，导入过程将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
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系统要求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若要进行连接需要：

可以使用基本身份验证访问 yourorganization.service-now.com 的帐户（此版本中不支持单一登录）
该帐户必须具有 rest_service 角色以及对事件表的读取访问权限

如果在加载期间遇到凭据错误，请检查上述访问要求。 如果拥有正确的权限但仍遇到问题，请以 ServiceNow 管理
员身份进行操作以确保拥有自定义实例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权限。

如果加载时间较长，请检查连接期间指定的事件数量和天数并考虑将其减少。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martsheet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Smartsheet 提供了协作和文件共享的简单平台。 Power BI 的 Smartsheet 内容包提供仪表板、报表和显示你的
Smartsheet 帐户概述的数据集。 还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直接连接到你帐户中的单独工作表。

连接到 Power BI 的 Smartsheet 内容包

最好使用 Smartsheet 管理员帐户连接和加载 Power BI 内容包，因为该帐户具有额外的访问权限。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Smartsheet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 > 登登录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martsheet.m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smartsheet


出现提示时，输入 Smartsheet 凭据，然后按照身份验证过程进行操作。

5.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请选择 Smartsheet 条目。



包含的内容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Power BI 的 Smartsheet 内容包包含你的 Smartsheet 帐户的概述，例如你拥有的工作区、报表和工作表的数量及其
修改时间等。管理员用户还将在看到有关系统中用户的一些信息，如顶层工作表创建者。

若要直接连接到你帐户中的单独工作表，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Smartsheet 连接器。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parkPost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SparkPost 的 Power BI 内容包允许你从 SparkPost 帐户将所有有价值的数据集提取到富有洞察力的仪表板中。 借
助 SparkPost 内容包，可以将你的电子邮件整体统计信息可视化，其中包括通过 ISP 的域、活动和参与。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SparkPost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SparkPost 内容包，并单击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提供你的 SparkPost API 密钥，并选择“登录”。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parkpost.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park-post


5. 数据将开始加载，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你帐户的大小。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看到默认的
仪表板、报表和左侧导航窗格中的数据集，数据集是使用过去 90 天的电子邮件统计信息进行填充的。 新的
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包含的内容

查找参数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适用于 Power BI 的 SparkPost 内容包包括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独特的单击、接受速度、跳出速度、延迟速度、拒绝速
度等。

  

内容包使用 API 密钥来将你的 SparkPost 帐户连接到 Power BI。 你可以在你的帐户 > API 和 SMTP 下找到你的
API 密钥（有关详细信息，请查看此处）。 我们建议使用具有 Message Events: Read-only  和 Metrics: Read-only  权限
的 API 密钥

https://support.sparkpost.com/customer/portal/articles/1933377-create-api-keys


适用于 Power BI 的 SQL 数据库审核内容包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通过适用于 Azure SQL 数据库审核的 Power BI 内容包可以了解数据库活动并深入了解可能指示业务问题或可疑
安全冲突的差异和异常。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SQL 数据库审核内容包。

此内容包从名称包含“AuditLogs”的所有表中导入数据，并将其附加到名为“AuditLogs”的单个数据模型表中。 会包含最近 250k
事件，并且每天刷新数据。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务”框中，选择“获取”。

3. 选择 SQL 数据数据库审库审核核>获获取取。

4. 在“连接到 Sql Database 审核”窗口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azure-sql-database-auditing.md
http://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sql-database-auditing-get-starte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ql-db-auditing


IMPORTANTIMPORTANT

输入在其中存储日志的 Azure 表存储帐户名称或 URL。

输入你感兴趣的 SQL Server 的名称。 输入“*”可加载所有服务器的审核日志。

输入你感兴趣的 SQL 数据库的名称。 输入“*”可加载所有数据库的审核日志。

输入包含你感兴趣的日志的 Azure 表的名称。 输入“*”可从名称中包含“AuditLogs”的所有表加载审核
日志。

出于性能原因，最好始终指定显式表名称，即使所有审核日志都存储在单个表中也是如此。

输入你感兴趣的审核日志的开始日期。 输入“*”可加载没有时间下限的审核日志，输入“1d”可从最近一
天加载审核日志。

输入你感兴趣的审核日志的结束日期。 输入“*”可加载没有时间上限的审核日志。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请选择“密钥”，输入你的“帐户密钥”>，然后选择“登录”。

6.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会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获取 Power BI 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QL Sentry
2018/7/1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使用 Power BI 壳轻松分析由 SQL Sentry 收集的性能数据。 Power BI 检索数据，然后生成默认的仪表板并基于此
数据生成相关的报表。

连接到 Power BI 的 SQL Sentry 内容包。

若要进行连接，需要具有用于连接到 http://cloud.sqlsentry.com 的 SQL Sentry 帐户和要监视的数据库 ID 的访问权限。 以下介
绍在何处查找数据库 ID。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SQL Sentry > 获获取取。

4. 提供你要在 Power BI 中监视的数据库的数据数据库库  ID。 请参阅下方有关查找此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ql-sentry.m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sql-sentry
http://cloud.sqlsentry.com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 oAuth2 >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 cloud.sqlsentry.com 凭据，然后按照 SQL Sentry 身份验证过程进行操作。

首次连接时，Power BI 会提示你允许对你的帐户进行只读访问。 选择“同意”以开始导入过程。 根据帐户中的
数据量，导入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6.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将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7. 选择 SQL Sentry 仪表板。



包含的内容

表名表名 说说明明

连接 此表提供有关你的 SQL Sentry 定义的连接的信息。

日期 此表包含从今天追溯到收集和保留了性能数据的最早日期。

停机时间 此表包含与环境中受监视的每个服务器的停机时间和运行时间

相关的信息。

内存使用情况 此表包含有关每个服务器中可用或空闲内存量的信息。

服务器 此表包含环境中每个服务器的记录。

服务器运行状况 此表包含一个环境中自定义条件生成的所有事件的数据，包括

严重性和计数。

查找参数

这是 Power BI 为显示数据而创建的默认仪表板。 可以修改此仪表板以便按所需方式显示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在 Power BI 中 SQL Sentry 提供以下数据：

  

可通过在新的 Web 浏览器窗口中登录到 https://cloud.sqlsentry.com 来查找数据库 ID。 主概述页上列出了数据数据库库
ID：

https://cloud.sqlsentry.com


![](media/service-connect-to-sql-sentry/database2.png)

![](media/service-connect-to-sql-sentry/database.png)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数据库详细信息”屏幕上也显示了数据数据库库  ID：

如果 Power BI 中未显示来自某些应用的数据，请检查以确保使用正确的数据库 ID，并确保你有权查看该数据。

如果你不是同步到 https://cloud.sqlsentry.com 的 SQL Sentry 数据库的所有者，请与管理员联系以确保你有权查看
收集的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https://cloud.sqlsentry.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tripe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通过此 Power BI 内容包在 Power BI 中的对Stripe 数据进行可视化和浏览。 Power BI Stripe 内容包将拉取有关你
的客户、费用、活动和发票的数据。 该数据包括过去 30 天内最近一万个活动和五千笔费用。 该内容将按照由你控
制的计划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 Power BI 的 Stripe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Stripe > 获获取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trip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stripe


4. 提供 Stripe API 密钥进行连接。

5. 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以星号标记。 选择仪
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https://dashboard.stripe.com/account/apikeys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weetIQ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Power BI 内容包从 SweetIQ 帐户拉取数据，并生成一组可立即使用的内容，让你可以轻松浏览数据集。 使用
SweetIQ 内容包分析有关你的位置、排名、评级和评论的数据。 该数据设置为每日刷新，确保你正在监视的数据时
刻保持最新。

连接到 Power BI 的 SweetIQ 内容包。

1.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单击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选择 SweetIQ，然后单击获获取取

3. 提供你的 SweetIQ 客户端 ID。 它通常是字母数字值。 请参阅以下有关查找此值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sweetiq.m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getdata/services/sweetiq


4. 选择密密钥钥身份验证类型，并提供 Sweet IQ API 密钥。 它通常是字母数字值。 请参阅以下有关查找此值的详
细信息。

5. Power BI 将开始加载你的数据，根据帐户中数据的大小，加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加载完成后，你会在左侧
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查找参数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此内容包的客户端 ID 和 API 密钥与你的 SweetIQ 用户名和密码不同。

为你的帐户有权访问的客户端之一选择客户端 ID。 你可以在 SweetIQ 帐户中的“客户端管理”下找到客户端列表。

向管理员咨询你的 API 密钥，以访问特定客户端的数据。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Troux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你可以使用 Troux 内容包直接在 Power BI 中以全新的方式可视化企业体系结构存储库。 该内容包提供了一套关于
以下内容的见解：业务能力、提供这些功能的应用程序和支持那些可以使用 Power BI 完全自定义应用程序的技术。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Troux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Troux > 获获取取。

4. 指定 Troux OData URL。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troux.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troux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请选择基本基本并提供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需要 Troux OData 数据源和 Troux 9.5.1 或更高版本的访问权限。

  

你的客户服务团队可以为你提供唯一的 Troux OData 数据源 URL

如果提供凭据后看到超时错误，请尝试重新连接。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Twilio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适用于 Power BI 的 Microsoft Twilio 内容包允许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并创建全新的 Twilio 仪表板 和报表，呈现你
对数据的见解。 你还可以对 Power BI 创建的数据集创建报表和仪表板。 数据将每天刷新一次，因此你看到的始终
都是最新数据。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Twilio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Twilio > 获获取取。

4.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请选择oAuth2 >“登录”。 出现提示时，请提供你的 Twilio 凭据并授权 Power BI 应用程
序访问你的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twilio.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twilio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twilio


包含的内容

5. 此操作将开始从你的 Twilio 帐户导入数据，且你的仪表板将使用过去 30 天的调用和消息使用情况进行填
充。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All Time Calls Count  
    All Time Calls Duration  
    All Time Calls Price  
    All Time Messages Price  
    All Time Messages Count  
    All Time Count of Phone Numbers  
    All Time Price of Phone Numbers  
    All Time Twilio Client Calls Price  
    All Time Twilio Client Calls Duration  
    All Time Twilio Client Calls Count  
    All Time Total Price  
    All Time Inbound Calls Price  
    All Time Inbound Calls Duration  
    All Time Inbound Calls Count  
    All Time Outbound Calls Price  
    All Time Outbound Calls Duration  
    All Time Outbound Calls Count  
    This Month Calls Price  
    This Month Calls Duration  
    This Month Calls Count  
    This Month Messages Count  
    This Month Messages Price  
    This Month Count of Phone Numbers  
    This Month Price of Phone Numbers  
    This Month Twilio Client Calls Price  
    This Month Twilio Client Calls Duration  
    This Month Twilio Client Calls Count  
    This Month Total Price  
    This Month Inbound Calls Price  
    This Month Inbound Calls Duration  
    This Month Inbound Calls Count  
    This Month Outbound Calls Price  
    This Month Outbound Calls Duration  
    This Month Outbound Calls Count  
    This Month Inbound Messages Price  
    This Month Inbound Messages Count  
    This Month Outbound Messages Price  
    This Month Outbound Messages Count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有关最近 30 天内的所有调用和消息事务的详细信息。 你可以执行有关此数据的各种类型的分析和聚合运算。

你可能想要密切关注的一组已经聚合的统计信息。 此数据集包括：

如果你在过去 30 天内的数据量十分巨大（成百上千个事务），则数据检索步骤可能会失败。 我们已经注意到该问题
并正在努力解决它。 同时，如果遇到此问题，请使用 Power BI 页面顶部的支持链接告诉我们，我们将与你联系进行
进一步调查。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tyGraph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内容包可视化和浏览 Power BI 中的 tyGraph 数据。 首先，连接到你的 tyGraph 帐户并加载仪表板、
报表和数据集。 现成内容包括见解，比如积极参与度（MAE 评分）和排名靠前的参与者。 进一步自定义它，以突出
显示你最关注的信息。 将根据你设置的计划自动刷新数据。

连接到 Power BI 的 tyGraph。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tyGraph > 获获取取。

4. 指定你想要连接到的组和时间范围，否则指定“全部”以导入所有数据。 请注意应该使用的日期格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tygraph.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tygraph


(YYYY/MM/D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查找这些参数。

5. 提供 tyGraph 密钥进行连接。 请参阅以下有关查找此值的详细信息。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经过经过  Yammer 验证验证的管理的管理员员

成功创建 tyGraph 帐户后，API 密钥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你。 如果你再也找不到密钥，则可以通过向
support@unlimitedviz.com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来请求新的密钥。 如果你还没有 tyGraph 帐户，你可以在
http://www.tygraph.com/ 开始试用。

如果你不是如果你不是经过经过  Yammer 验证验证的管理的管理员员

TyGraph 内容包需要由经过 Yammer 验证的管理员创建的 tyGraph 帐户。 创建账户后，可以向同一组织内
的用户颁发补充密钥。 如果你的经过验证的管理员尚未创建 tyGraph 帐户，请联系他们并让他们创建账户。
如果他们有帐户，你可以通过向 support@unlimitedviz.com 发送电子邮件来请求密钥。

http://www.tygraph.com/
mailto:support@unlimitedviz.com


6. 身份验证成功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
择仪表板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查找参数

Example: 2427647,946595,1154464

Example: 2013/10/29

Example: 2014/10/20

后续步骤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你可以导入你具有访问权限的所有组的数据，或者你可以选择指定子集。 你还可以按日期创建数据的子集。 你可以
创建多个 tyGraph 仪表板来监视特定成对的组和/或日期。 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如下。

组组

tyGraph API 可以按特定组 ID 筛选数据。 这些都通过以逗号分隔的列表提供给内容包。

在 Yammer 中，你可以通过导航到该组的数据源并检查 URL 来确定特定组的组 ID。

在上面的示例中，Yammer 组 ID 是 4054844

开始日期开始日期

开始日期允许限制返回数据的最早值。 仅在该日期当天或之后创建的数据才会被加载进内容包。 开始日期的格式
是 YYYY/MM/DD。

在上面的示例中，在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及以后创建的所有数据都将被加载进内容包。

结结束日期束日期结束日期允许你限制返回数据的最晚值。 它可以与开始日期结合使用来加载一个日期范围内的数据。 仅
在该日期当天或之前创建的数据才会被加载进内容包。 结束日期的格式是 YYYY/MM/DD。

在上面的示例中，在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及以前创建的所有数据都将被加载进内容包。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UserVoice
2018/8/2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借助 Power BI 和 UserVoice 内容包，可轻松跟踪和浏览你的 UserVoice 数据。 Power BI 可以检索你的数据，包括票
证和满意度，然后基于该数据生成全新的仪表板和报表。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UserVoice 内容包。

连接到 Power BI 内容包需要管理员帐户。 此内容包还利用 UserVoice API，并会增加 UserVoice 限制的使用情况。 请参阅以下
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UserVoice，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UserVoice URL。 URL 需要完全遵循以下模式 https://fabrikam.uservoice.com  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uservoic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uservoice


NOTENOTE

NOTENOTE

将“fabrikam”替换为你的产品或服务名称。

末尾没有尾部斜杠，并且连接使用的是 https。

5. 出现提示时，输入 UserVoice 凭据，然后按照 UserVoice 身份验证过程执行。 如果你已经在浏览器中登录到
UserVoice，可能不会出现凭据提示。 通过单击“允许访问”授予 Power BI 应用程序访问数据的权限。

你的 UserVoice 帐户需要管理员凭据。

6. Power BI 会检索 UserVoice 数据，并为你创建随时可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Power BI 将检索下列数据：你的所
有建议，所有开放票证，最近 30 天创建的票证，包括已关闭的票证和所有用户满意度。



故障排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参数参数验证验证失失败败，，请请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确保所有参数都是有效的”

如果键入 UserVoice URL 后看到此错误。 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URL 完全采用这种模式 https://fabrikam.uservoice.com ，并将“fabrikam”替换为正确的 UserVoice URL 前缀。
请确保所有字母均为小写。

请确保 URL 采用的是 https。
请确保此 URL 的末尾没有尾随正斜杠。

“登登录录失失败败”

在使用 UserVoice 凭据进行登陆后，若出现“登录失败”，则表明所使用的帐户无权从你的帐户中检索 UserVoice 数
据。 验证其是否为管理员帐户，然后重试。

“很抱歉，出很抱歉，出现现了了错误错误”

如果在加载数据时收到此错误消息，请确保你的 UserVoice 帐户尚未超过其每月的 API 使用配额。 如果一切正常，
请尝试重新连接。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Power BI 支持：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其他其他

Power BI UserVoice 内容包使用 UserVoice 的 API 检索数据。 请确保监视你的 API 使用情况，以便使其不超出限
制。 如果你的 UserVoice 帐户中拥有大量数据，将 API 使用情况影响降到最低的建议是：根据需要，将当前默认的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后续步骤

刷新频率（每天一次）更改为仅在工作日或每隔一天刷新一次。 另一个建议是：只让一名管理员创建内容包并将其共
享给团队中的其他人，而不是让组织内的每个管理员都来创建其自己的内容包，为 API 带来不必要的额外负载。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VMob
2018/6/28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借助 Power BI 和 VMob 内容包，可轻松跟踪和浏览你的 VMob 数据。 Power BI 将检索下列数据：过去 30 天中任
何时间的用户统计信息、过去 30 天的零售 KPI 以及过去 30 天的市场活动效果。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VMob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VMob>获获取取。

4.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VMob URL，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此 URL 由 VMob 单独提供。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vmob.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vmob


5. 在身份验证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基本基本选项，输入你的 VMob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登录录按钮。

6. 之后将自动开始导入过程，并且 Power BI 将检索你的 VMob 数据，以便为你创建可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Webtrends
2018/7/17 • • Edit Online

连接方式

适用于 Power BI 的 Webtrends 内容包包括各种现成指标，如（按流量源）网页浏览总数和访问总数。 首先通过连接
到 Webtrends 帐户将 Power BI 中的 Webtrends 数据可视化。 可以使用提供的仪表板和报表，或自定义它们以突
出显示你最关注的信息。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Webtrends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Webtrends > 获获取取。

4. 此内容包会连接到特定的 Webtrends 配置文件 ID。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此参数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webtrends.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webtrends


5. 提供 Webtrends 凭据进行连接。 请注意，用户名字段应该为帐户和用户名。 请参阅以下详细信息。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报报表名称表名称 报报表表  ID

关键指标

网站搜索 34awBVEP0P6

退出页面 7FshY8eP0P6

下一页 CTd5rpeP0P6

上一页 aSdOeaUgnP6

网站页面 oOEWQj3sUo6

网站广告点击率 41df19b6d9f

城市 aUuHskcP0P6

国家/地区 JHWXJNcP0P6

访问者 xPcmTDDP0P6

访问持续时间 U5KAyqdP0P6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Webtrends 内容包从下列报表中提取数据：



搜索短语 IKYEDxIP0P6

流量源 JmttAoIP0P6

搜索引擎 yGz3gAGP0P6

进入页 i6LrkNVRUo6

报报表名称表名称 报报表表  ID

NOTENOTE

- <span data-ttu-id="d1e68-161">会话数 = 访问数</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d1e68-
161">Sessions = Visit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d1e68-162">新用户数 = 新访问者数</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d1e68-
162">New Users = New Visitor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d1e68-163">每个会话的查看数 = 每次访问的页面浏览数</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d1e68-163">Views per Session = Page Views per Visit</span></span>  
- <span data-ttu-id="d1e68-164">平均每日用户持续时间 = 每个访问者访问该站点的平均时间</span><span class="sxs-
lookup"><span data-stu-id="d1e68-164">Avg Daily User Duration = Avg Time on Site per Visitor</span></span>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对于 SharePoint 配置文件，指标名称可能与 Webtrends 用户界面中显示的稍有不同。 执行下列映射以保持 SharePoint 和
Web 配置文件之间的一致性：

此内容包需要具有对 Webtrends 配置文件的访问权限，且已启用正确的报表集。

      

选择配置文件后，你可以在 URL 中找到你的 Webtrends 配置文件 ID：

你的凭据将与登录到 Webtrends 时输入的凭据相同，但是帐户和用户名应该在同一行，用反斜杠分隔：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提供凭据后，加载此内容包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如果在加载期间看到“糟糕”消息，请查看以下故障排除建议。 如果
仍遇到问题，请在 https://support.powerbi.com 提交支持票证

1. 正在使用正确的配置文件 I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查找参数。
2. 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已在“包含的内容”部分列出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https://support.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
2018/8/16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使用 Power BI 内容包在 Power BI 中浏览和监视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应用分析数据。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
次。

连接到 Power BI 的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Windows 开开发发人人员员中心中心  > 获获取取。

4. 输入你拥有的应用的应用程序 ID，并单击“下一步”。 请参阅下面有关查找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windows-dev-center.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devcenter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选择oAuth2 > 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输入与你的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帐户关联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凭据（系统要求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以查看导入的数据，并选择磁贴以导航到基础报表。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后续步骤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开发人员中心 Power BI 内容包包括你的应用的分析数据、IAP 采集、评级、评价和应用健康状况。 数据限于过去 3
个月。 并且其时间范围不断变化，因此包含的日期会随着数据集刷新而更新。

  

此内容包需要已发布到 Windows 应用商店的至少一个应用和一个 Windows 开发人员中心帐户（此处提供了更多详
细）。

  

可在“应用管理”之下转到“应用标识”页，以查找应用的应用程序 ID。

应用程序 ID 位于你的 Windows 10 Store URL 的末尾处， 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apps/ {applicationId}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msdn.microsoft.com/windows/uwp/publish/manage-account-us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apps/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Xero
2018/6/2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Xero 是易于使用的专为小型企业设计的在线会计软件。 基于带有此 Power BI 内容包的 Xero 财务状况创建引人注
目的可视化效果。 你的默认仪表板包括许多小型企业指标，如现金头寸、收入和支出、盈亏趋势、应收帐款天数和投
资回报。

连接到 Power BI 的 Xero 内容包或了解有关 Xero 与 Power BI 集成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Xero”>“获取”。

4. 为与你的 Xero 帐户相关联的组织输入一个昵称。 任何名称均可，这主要是为帮助拥有多个 Xero 组织的用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xero.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xero
https://help.xero.com/Power-BI


整理组织。 请参阅以下详细信息。

5. 对于“身份验证方法”，选择“OAuth”，如出现提示，请登录你的 Xero 帐户并选择要连接的组织。 输入登录名
后，请选择“登录”以启动加载过程。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包含的内容

分区分区图图 仪仪表板磁表板磁贴贴 报报表表

现金 每日现金流 
兑现 
结算 
按帐户结算余额 
结算今日余额

银行帐户

客户 已开票销售额 
已开票销售额（按客户） 
已开票销售额增长趋势 
发票到期 
未收的应收帐款 
逾期应收帐款

客户 
库存

供应商 已开帐单购买 
已开帐单购买（按供应商） 
已开帐单购买的增长趋势 
帐单到期 
未收的应付帐款 
逾期应付帐款

供应商 
库存

库存 每月销售额（按产品） 库存

损益 每月损益 
本财政年净利润 
本月净利润 
最高支出帐户

损益

资产负债表 总资产 
总负债 
权益

资产负债表

健康 流动比率 
毛利润百分比 
总资产回报率 
总负债/权益比率

健康 
术语和技术说明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内容包仪表板包括涵盖各个区域的磁贴和指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对应报表：

数据集还包括以下各表，用于自定义你的报表和仪表板：

地址

警报

银行对帐单每日余额

银行对帐单

联系人

费用报销单

发票行项目

发票

项目

月末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组织

试算平衡表

Xero 帐户

访问 Xero 内容包需要以下角色：“Standard + Reports”或“Advisor”。

  

为你的组织提供名称以便在 Power BI 中进行跟踪。 这将允许你连接到多个不同的组织。 请注意，不能多次连接到
同一个组织，因为它会影响计划刷新。

Xero 用户必须具有以下角色才能访问 Power BI 的 Xero 内容包：“Standard + Reports”或“Advisor”。 内容包需要
使用基于用户的权限才能通过 Power BI 访问报表数据。
如果在加载一段时间后接收到失败消息，请验证显示该错误消息所用的时间。 请注意，Xero 提供的访问令牌仅
在 30 分钟内有效，因此数据过多而无法在该时间范围内加载完毕的帐户将加载失败。 对此我们正在进行积极改
进。

加载过程中，仪表板上的磁贴处于泛加载状态。 此状态在全部加载完成之前不会更改。 如果收到加载完成的通
知，但磁贴仍处于加载状态，请尝试使用仪表板右上角的 ... 刷新仪表板磁贴。
如果内容包刷新失败，请检查是否在 Power BI 中多次连接到同一组织。 Xero 只允许对组织的单一活动连接，如
果多次连接到同一组织，则可能会看到错误消息，提示你的凭据无效。

对于连接 Power BI 的 Xero 内容包遇到的问题（如错误消息或加载缓慢），请先清除缓存或 cookie 并重启浏览
器，然后重新连接到 Power BI。

如果仍存在其他问题，请在 http://support.powerbi.com 提交票证。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upport.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Zendesk
2018/8/2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何连接

Zendesk 内容包提供 Power BI 仪表板和一组 Power BI 报表，这些报表提供有关你的票证量和代理性能的深入分
析。 可以使用提供的仪表板和报表，或自定义它们以突出显示你最关注的信息。 此数据将每天自动刷新一次。

连接到 Zendesk 内容包或进一步了解 Power BI 与 Zendesk 集成。

需要使用 Zendesk 管理员帐户进行连接。 以下是有关要求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Zendesk > 获获取取。

4. 提供与你的帐户相关联的 URL。 它将采用 https://company.zendesk.com 形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
方的查找这些参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zendesk.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zendesk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integrations/zendesk
https://company.zendesk.com


NOTENOTE

5.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 Zendesk 凭据。 选择 oAuth 2 作为身份验证机制，然后单击登登录录。 按照 Zendesk 身份
验证流程进行操作。 （如果你已经在浏览器中登录到 Zendesk，可能不会提示你输入凭据。）

内容包需要使用 Zendesk 管理员帐户连接。

6. 单击允允许许以允许 Power BI 访问你的 Zendesk 数据。

7. 单击“连接”以开始导入过程。 Power BI 导入数据后，你会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看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



包含的内容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集。 新的项目会以黄色星号 * 标记。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Power BI 内容包中包括下列数据：

用户（最终用户和代理）

组织

组

票证

还有一组计算所得度量值，如平均等待时间和过去 7 天解决的票证。 内容包中包含完整列表。

  

访问 Zendesk 内容包需要 Zendesk 管理员帐户。 如果你是代理或最终用户，想要查看你的 Zendesk 数据，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添加建议并察看 Zendesk 连接器。

  

Zendesk URL 将与你用于登录 Zendesk 帐户的 URL 相同。 如果不能确定你的 Zendesk URL，可以使用 Zendesk
登录帮助。

https://www.zendesk.com/login/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如果遇到连接问题，请检查你的 Zendesk URL，确保使用的是 Zendesk 管理员帐户。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数据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Ziosk 调查分析
2018/7/17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通过 Power BI 的 Ziosk 调查分析内容包，使用 Ziosk 平板电脑的餐厅可以非常方便地访问 Ziosk 调查数据所提供的
见解，包括按日期、位置、员工等进行的分段。

连接到 Power BI 的 Ziosk Survey Analytics 内容包。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Ziosk 调查调查分析分析，然后选择获获取取。

4. 选择 OAuth 2，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出现提示时，提供你的 Ziosk 凭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ziosk.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ziosk-survey-analytics


5. 连接成功后，将自动加载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完成后，将使用 Ziosk 帐户中的数据更新磁贴。



包含的内容

- <span data-ttu-id="bb59b-121">酒水类别</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121">Alcohol 
Categ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2">开胃菜类别</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2">Appetizer Categ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3">评论关键字</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3">CommentKeyword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4">日期</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124">Date</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5">时段</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5">Daypart</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6">餐后甜点类别</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6">Dessert Categ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7">自由形式</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7">FreeForm</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8">儿童类别</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128">Kids 
Categ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29">消息</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29">Message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30">高级内容类别</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30">Premium Content Category</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31">问题</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31">Question</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32">商店</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132">Store</span>
</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33">调查</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33">Surveys</span></span>  
- <span data-ttu-id="bb59b-134">工作日</span><span class="sxs-lookup"><span data-stu-id="bb59b-
134">Weekday</span></span>  

系统要求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该内容包中包括来自下列表的数据：



后续步骤

为了实例化此内容包，Ziosk 帐户需拥有对上述表的权限。

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Zuora
2018/8/6 • • Edit Online

如何连接

借助适用于 Power BI 的 Zuora，可以将重要收入、帐单和订阅数据可视化。 使用默认的仪表板和报表来分析使用情
况趋势、跟踪计帐和付款、监视定期收入或进行自定义以满足自己独特的仪表板和报表需求。

连接到适用于 Power BI 的 Zuora。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服服务务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 Zuora>获获取取。

4. 指定你的 Zuora URL。 通常为“ https://www.zuora.com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方的查找这些参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zuora.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Zuora
https://www.zuora.com


5. 对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请选择基本基本并提供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然后选择登登录录。

6. 审批后，导入过程将自动开始。 导入完成后，在导航窗格中将会出现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选择仪表板
查看已导入的数据。



包含的内容

表格表格

帐户 InvoiceItemAdjustment 退款

AccountingCode 付款 RevenueSchedule

AccountingPeriod PaymentMethod RevenueScheduleItem

BillTo 产品 订阅

DateDim ProductRatePlan TaxationItem

发票 ProductRatePlanCharge 使用情况

InvoiceAdjustment RatePlan

InvoiceItem RatePlanCharge

下一步？下一步？

尝试在仪表板顶部的在“问答”框中提问
在仪表板中更改磁贴。

选择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虽然数据集将按计划每日刷新，你可以更改刷新计划或根据需要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来尝试刷新

此内容包使用 Zuora AQUA API 拉取以下各表：

它还包括这些计算度量值：



度量度量值值 说说明明 伪计伪计算算

帐户：付款 基于付款生效日期，某个时间段内的付

款总额。

SUM (Payment.Amount) 
WHERE
Payment.Effective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Payment.Effective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帐户：退款 基于退款日期，某个时间段内的退款总

额。 将金额报表为负数。
-1*SUM(Refund.Amount)
WHERE
Refund.Refund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Refund.Refund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帐户：净付款 某个时间段内的帐户付款加上帐户退

款。

Account.Payments + Account.Refunds

帐户：活动帐户 某个时间段内活动帐户的计数。 订阅必
须开始于某个时间段开始日期之前（或当

天）。

COUNT (Account.AccountNumber)
WHERE
Subscription.Status != "Expired"
AND Subscription.Status != "Draft"
AND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Star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AND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End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OR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EndDate =
null) –长期有效订阅

帐户：平均定期收入 某个时间段内每活动帐户的毛 MRR。 毛 MRR / Account.ActiveAccounts

帐户：已取消的订阅 某个时间段内已取消订阅的帐户的计

数。

COUNT (Account.AccountNumber)
WHERE
Subscription.Status = "Cancelled"
AND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Star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AND Subscription.Cancelled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帐户：付款错误 付款总额错误。 SUM (Payment.Amount)
WHERE
Payment.Status = "Error"

收入计划项：识别的收入 某个会计时间段内识别的总收入。 SUM (RevenueScheduleItem.Amount)
WHERE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订阅：新订阅 某个时间段内新订阅的计数。 COUNT (Subscription.ID)
WHERE
Subscription.Version = "1"
AND Subscription.Created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Subscription.Created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发票：开票项 某个时间段内开票项的费用总额。 SUM (InvoiceItem.Charge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发票：纳税项 某个时间段内纳税项的纳税总额。 SUM (TaxationItem.Tax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发票：开票项调整 某个时间段内开票项调整的总额。 SUM (InvoiceItemAdjustment.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ItemAdjustment.Adjustment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InvoiceItemAdjustment.Adjustmen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发票：发票调整 某个时间段内发票调整的总额。 SUM (InvoiceAdjustment.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Adjustment.Adjustment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InvoiceAdjustment.Adjustmen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发票：净计帐 某个时间段内开票项、纳税项、开票项调

整和发票调整的总和。

Invoice.InvoiceItems +
Invoice.TaxationItems +
Invoice.InvoiceItemAdjustments +
Invoice.InvoiceAdjustments

发票：发票帐龄余额 已过帐发票的总余额。 SUM (Invoice.Balance)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发票：毛计帐 某个时间段内已过帐发票的开票项费用

金额的总和。

SUM (InvoiceItem.Charge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EndDate
AND Invoice.Invoice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度量度量值值 说说明明 伪计伪计算算



发票：总调整 与已过帐发票相关联的已处理过的发票

调整和开票项调整的总和。

SUM (InvoiceAdjustment.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Adjustment.Status =
"Processed"
+
SUM (InvoiceItemAdjustment.Amount) 
WHERE
Invoice.Status = "Posted"
AND invoiceItemAdjustment.Status =
"Processed"

费率计划费用：毛 MRR 某个时间段内订阅中每月定期收入的总

和。

SUM (RatePlanCharge.MRR) 
WHERE
Subscription.Status != "Expired"
AND Subscription.Status != "Draft"
AND RatePlanCharge.EffectiveStart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AND RatePlanCharge.EffectiveEndDate
> TimePeriod.StartDate
OR RatePlanCharge.EffectiveEndDate =
null --长期有效订阅

度量度量值值 说说明明 伪计伪计算算

系统要求

查找参数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需要 Zuora API 的访问权限。

  

提供你通常用于登录以访问 Zuora 数据的 URL。 有效选项为：

https://www.zuora.com
https://www.apisandbox.zuora.com
与你的服务实例相对应的 URL

Zuora 内容包拉取你的 Zuora 帐户的许多不同的方面。 如果你不使用某些功能，你可能会看到对应的磁贴/报表为
空。 如果在加载时遇到任何问题，请与 Power BI 技术支持联系。

Power BI 入门

在 Power BI 中获取数据

https://www.zuora.com
https://www.apisandbox.zuora.com


  

Power BI 服务中的特色仪表板
2018/6/27 • • Edit Online

创建特色仪表板

NOTENOTE

将将仪仪表板表板设设置置为为特色特色项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更改特色仪表板

许多人都有一个访问次数最多的仪表板。 它可能是用于经营业务的仪表板，或者也可能是包含聚合了来自许多仪
表板和报表的磁贴的仪表板。

在选择一个仪表板作为精选仪表板后，每次打开 Power BI 服务时，将同时显示该仪表板。

也可以选择几个仪表板，并将它们设置为收藏项。 请参阅仪表板收藏。

本主题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不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如果尚未设置精选仪表板，Power BI 会打开最近使用的仪表板。

观看 Amanda 创建特色仪表板，然后按照视频下面的说明自己进行尝试。

1. 打开想要设置为“精选”的仪表板。

2. 在顶部导航栏中，将看到“设置为精选”或仅“精选”  图标。 选择其中一个。

3. 确认选择。

当然，如果你以后改变主意，则可以将新的仪表板设置为精选仪表板。

1. 按照上述步骤 1 和 2 执行操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featured.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重命名特色仪表板

后续步骤

2. 选择“设置为精选”。 取消某个仪表板的“特色”并不会将它从工作区中删除。

如果你决定不将任何仪表板指定作为精选仪表板，下面介绍了如何取消设置为精选的仪表板。

1. 打开最近设置为精选的仪表板。

2.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禁用精选”。

现在，Power BI 中会打开上次使用的仪表板。

收藏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通知
2018/6/28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ZMSv5KAlc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通知中心是与 Power BI 体验相关的依序信息提要。 打开通知中心，将能看到与你共享的新仪表板、组空间变动、
Power BI 事件和会议相关消息、设置的警告等。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设置警报，也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
进行设置。

观看 Amanda 是如何查看、管理和响应她收到的通知的。 然后按照视频下的说明来亲自尝试。

1. 登录到 Power BI 时，在脱机时发送给你的任何新通知会添加到你的源中。 如果有新通知，Power BI 会显示
带有新通知数量的黄色气泡。

2. 在 Power BI 菜单栏中，选择“通知”图标。

3. 最新的通知显示在顶部，未读的通知将突出显示。 通知将保留 90 天，除非你在此之前将其删除，或通知数
量超过 100 条的最大限制。

4. 若要消除通知，请选择“X”图标。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notification-center.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ZMSv5KAlcE


创建由 Power BI 数据警报触发的 Microsoft Flow
在 iPhone 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Power BI for iOS)
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仪表板主题
2018/7/17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仪表板主题的工作原理

借助“仪表板主题”，可以将颜色主题应用于整个仪表板，如企业品牌颜色、流行色或可能要应用的其他任何颜色主
题。 应用“仪表板主题”时，仪表板中的所有视觉对象都会使用选定主题中的颜色（少数例外情况除外，本文稍后将进
行介绍）。

更改仪表板上报表视觉对象的颜色，不会影响报表中的视觉对象。 此外，固定来自已应用报表主题的报表的磁贴
时，可以选择保留当前主题或使用仪表板主题。

要继续学习，请打开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仪表板。

首先，打开你创建（或拥有编辑权限）且想进行自定义的仪表板。 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仪表板主题”。

在显示的仪表板窗格中，选择某个预构建的主题。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选择了“深色”。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themes.md


创建自定义主题

Power BI 仪表板的默认主题是“浅色”。 如果想要自定义颜色或创建自己的主题，请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



使用使用  JSON  JSON 主主题题

使用主使用主题库题库中的主中的主题题

使用自定义选项创建自己的仪表板主题。 如果要添加背景图像，建议图像分辨率至少为 1920x1080。

创建自定义主题的另一种方法是上传这样的 JSON 文件：它包含要用于仪表板的所有颜色的设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创建者使用 JSON 文件为报表创建主题。 可为仪表板上传这些 JSON 文件，或者在 Power BI 社
区的主题库页中查找并上传 JSON 文件

还可将自定义主题另存为 JSON 文件，然后将其与其他仪表板创建者共享。

就像内置和自定义选项一样，上传主题后，将自动对仪表板上的所有磁贴应用颜色。

1. 将鼠标悬停在某个主题上，然后选择“查看报表”。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Themes-Gallery/bd-p/ThemesGallery


注意事项和限制

2. 向下滚动并查找 JSON 文件的链接。 选择下载图标并保存文件。

3. 返回 Power BI 服务，在自定义仪表板主题窗口中，选择“上传 JSON 主题”。

4. 导航到保存 JSON 主题文件的位置并选择“打开”。

5. 在仪表板主题页上，选择“保存”。 将向仪表板应用新主题。

如果报表使用的主题和仪表板主题不同，你可以控制视觉对象是保留当前主题还是使用仪表板主题，使来自

各个源的视觉对象实现主题一致性。 将磁贴固定到仪表板时，若要保留报表主题，请选择“保留当前主题”。
仪表板上的视觉对象将保留报表主题（包括透明度设置）。



仅当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了报表、添加了报表主题，并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时，才会看
到“磁贴主题”选项。

请尝试重新固定磁贴并选择“使用仪表板主题”。

不能对已固定的实时报表页、iframe 磁贴、SSRS 磁贴、工作簿磁贴或映像应用仪表板主题。

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查看仪表板主题，但只能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仪表板主题。

仪表板自定义主题仅适用于从报表中固定的磁贴。



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打开报表
2018/6/27 • • Edit Online

从工作区中打开报表（通过“报表”内容视图列表）

从仪表板中打开报表

在 Power BI 服务、Power BI Desktop、移动 Power BI 甚至嵌入的 Power BI 中均提供了报表。 本文适用于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

在 Power BI 服务中，有两种模式可用于查看报表和与其交互：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阅读视图”可供所有用户使用
且专为报表使用者设计，而“编辑视图”仅供报表创建者和所有者使用。

1. 在工作区中，选择“报表”选项卡以显示该工作区中的所有报表。

2. 在“阅读视图”中选择要打开的报表名称。

3. 你可以在阅读视图中执行许多操作。 此示例报表有多个页面，先从选择报表画布底部的各个选项卡开始浏
览。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打开报表；例如，可以在仪表板选择从报表创建的磁贴。 选择在阅读视图中打开该报表的磁
贴。 要继续学习，请打开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仪表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open.md


1. 打开仪表板并选择一个磁贴。

如果你选择了使用问答创建的磁贴，则问答屏幕将打开。 如果你选择了使用仪表板“添加磁贴”小组件创建的
磁贴，则将打开该向导来编辑该小组件。

2. 在此示例中，我们已选择“本年累计单位总计...”柱形图磁贴。

3. 关联的报表将在“阅读视图”中打开。 请注意，我们当前的位置为“本年累计类别”页。 这是包含我们从仪表板
中选择的柱形图的报表页。

4. 保持“阅读视图”或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以便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请记住，仅具有该报表编辑权限的人员才
可在“编辑视图”中打开。



从数据集中创建全新报表

另一种打开报表的方法就是从数据集中打开。 当从数据集开始时，报表画布将为空白，所以建议有兴趣基于其所拥
有的数据集创建新报表的报表创建者使用此方法。 与上述示例类似，要继续学习，请下载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应
用。

1. 从包含要用作报表基础的数据集的工作区中开始。

2. 选择“数据集”选项卡，以显示在该工作区中的所有数据集的列表。 这是称为“数据集”的内容视图列表。

3. 找到数据集，并选择“创建报表”图标，以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数据集。 如果没有编辑数据集的权限，则无法将



其他打开报表的更多方法

后续步骤

其打开。

4. 数据集在报表编辑器中打开。 你将看到显示在右侧的数据字段，然后即可开始浏览并创建可视化效果了。

随着你能够更为熟练地导航 Power BI 服务，即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流。 下面是访问报表的其他几种方法：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使用“收藏夹”、“最近”、“应用”以及“与我共享”。
使用相关视图

在有人与你共享或你已设置警报的电子邮件中。

从你的通知中心

其他更多方法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更改 Power BI 报表中的图表排序方式
2018/6/28 • • Edit Online

保存对排序顺序的更改

使用其他条件排序

在 Power BI 报表中，可以按图表中类别名称的字母顺序，或者每个类别的数值对大多数可视化对象排序。 例如，下
图按商店名称排序。

可以轻松地将排序依据从类别（商店名称）更改为值（每平方英尺销售额）。

1. 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每平方英尺按每平方英尺销销售售额进额进行排序行排序。

2. 如有需要，可选择排序图标  更改为降序降序。

注意注意：并非所有视觉对象都可以排序。 例如，以下视觉对象无法排序：树状图、地图、着色地图、散点图、仪表
图、卡片图、多行卡片图、瀑布图。

Power BI 报表可保留你对筛选器、切片器、排序和其他数据视图的更改。 因此，如果离开报表并在稍后返回，会保
存你的更改。 如果想要将更改还原为报表作者的设置，请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重置为默认值”。

但是，如果“重置为默认值”按钮灰显，则表示作者已禁用保存（保留）更改的功能。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change-sort.md


后续步骤

有时候，你想使用不同的字段或其他条件对视觉对象排序。 例如，你可能想按月份（而不是字母顺序）排序，或者按
整个数值而不是数字排序（例如 0、1、9、20，而不是 0、1、20、9）。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对视觉对象进行排序，例如按月。 但如果不是，可能是因为报表背后的数
据集需要一些调整。 下面提供了几种解决方案：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使用“Data Tools 模型”选项卡按不同的列进行排序。
在 Excel 中，如果你是数据集的所有者，则可以添加连接月份名称和数字的新列。 然后刷新或重新导入数据集，
确保新列位于“字段”区域中。
在 Excel 中，确保将数值列标记为“整数”或“小数”，而不是“文本”。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对象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
2018/7/1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jheMTGjDXw

Power BI 仪表板上的可视化效果

若要查看用于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数据，可以在 Power BI 中显示该数据或将这些数据以 .xlsx 或.csv 文件形式导出
到 Excel。

Watch 将从其报表中的其中一个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将其保存为 .xlsx 文件，并在 Excel 中打开它。 然后按照视
频下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1. 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角的省略号。

2. 选择导出数据图标。

3. 数据导出到.csv 文件中。 如果筛选了视觉对象，那么下载的数据也将进行筛选。

4. 你的浏览器将提示你保存该文件。 保存后，在 Excel 中打开该 .csv 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export-data.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jheMTGjDXw


从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为此，打开“编辑视图”中的“采购分析示例报表”。 添加新的空白报表页。 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来添加聚合和可视化
效果级别筛选器。

1. 创建一个新的柱形图。 从字段窗格中，选择“位置 > 城市”和“发票 > 折扣百分比”。 需要将“折扣百分比”移动
到“值”一列中。

2. 将折扣百分比的聚合从“计数”更改为“平均”。 在“值”一列中，选择“折扣百分比”右侧的箭头（它可能显示“折
扣百分比计数”），然后选择“平均”。

3. 向“城市”添加筛选器以删除“亚特兰大”。



现在准备尝试使用两个选项导出数据。

4. 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角的省略号。 选择导出数据。

5. 在 Power BI 在线版中，如果可视化效果具有聚合（一个示例是如果将“计数”更改为“平均”、“总和”或“最
小”），则具有两个选项：汇总数据和基础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仅有“汇总数据”选项。有关聚合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聚合。

6. 选择“汇总数据” > “导出”并选择 .xlsx 或 .csv。 Power BI 导出数据。 如果已将筛选器应用到可视化效果，则
导出的数据将在筛选后导出。 选择“导出”时，浏览器会提示你保存文件。 保存后，在 Excel 中打开该文件。

汇总汇总数据数据：希望导出在该视频中看到的数据时可选择此选项。 这种类型的导出仅显示所选用于创建视觉对
象的数据（列和度量值）。 如果视觉对象具有聚合，则将导出聚合数据。 例如，如果有一个显示 4 条的条形
图，则将获得 4 行数据。 汇总数据可作为 .xlsx 和 .csv。

在此示例中，Excel 导出会显示每个城市的总计。 由于已筛选出亚特兰大，因此它并不包含在结果中。 电子
表格的第一行显示的是我们在从 Power BI 提取数据时所使用的筛选器。



导出基础数据的详细信息

视觉对视觉对象包含象包含 将在将在导导出中看到的内容出中看到的内容

聚合 第一个聚合和来自该聚合的整个表的非隐藏数据

聚合 相关数据 - 如果视觉对象使用的是其他数据表中的数据，即与
包含聚合的数据表 **相关*（只要该关系是*: 1 个或 1:1）

度量值 视觉对象中的所有度量值和任何数据表中的所有度量值，其中

数据表包含在视觉对象中使用的某个度量值

WARNINGWARNING

7. 现在尝试选择“基础数据” > “导出”并选择 .xlsx。 Power BI 导出数据。 如果已将筛选器应用到可视化效果，
则导出的数据将在筛选后导出。 选择“导出”时，浏览器会提示你保存文件。 保存后，在 Excel 中打开该文
件。

使用导出基础数据功能，用户可以查看所有详细的数据（数据中的每列）。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可以为其组织关闭此
功能。 如果你是数据集的所有者，则可以将专有列设置为“隐藏”，这样它们就不会出现在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
的“字段”列表中。

基基础础数据数据：希望查看视觉对象中的数据和和模型中的其他数据时可选择此选项（请参阅下表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可视化效果具有聚合，则选择基础数据会删除聚合。 选择“导出”时，数据将导出到 .xlsx 文件，并且你
的浏览器会提示你保存该文件。 保存后，在 Excel 中打开该文件。

在此示例中，Excel 导出显示我们的数据集中每一个城市行的一行，以及该单个条目的折扣百分比。 换言
之，数据平展而不聚合。 电子表格的第一行显示的是我们在从 Power BI 提取数据时所使用的筛选器。

选择基础数据时看到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需了解这些内容的详细信息，请联系管理员或 IT 部门获取帮助。

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中，在报表视图中，带有计算器图标  的字段中将显示一个度量值。 度
量值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而不是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的。



度量值 包含该度量值的表中的所有非隐藏数据（只要该关系是 *: 1 或
1:1）

度量值 与包含度量值的表相关的所有表中的所有数据（只要该关系为

*: 1 或 1:1）

仅度量值 所有相关表中的所有非隐藏列（以便展开度量值）

仅度量值 模型度量值的任何重复行的汇总数据。

视觉对视觉对象包含象包含 将在将在导导出中看到的内容出中看到的内容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最多可将 30,000 行从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服务务导出到 .csv。

可以导出到 .xlsx 的最大行数是 150,000。

如果数据源是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版本低于 2016 且模型中的表没有唯一键，则无法使用“基础数
据”进行导出。

如果为要导出的可视化效果启用了“显示不含数据的项”选项，则无法使用“基础数据”进行导出。

使用 DirectQuery 时，最多可以导出 16MB 数据。 这可能会导致导出的行数少于上限，尤其是当有许多
列、难以压缩的数据以及其他增加文件大小但减少导出行数的因素时。

如果视觉对象使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数据表，并且这些表在数据模型中不存在任何关系，则只导出第一个表

中的数据。

目前不支持自定义视觉对象和 R 视觉对象。

不可以对使用已与其共享的仪表板的组织外用户导出数据。

在 Power BI 中，双击字段并键入新的名称，即可对该字段（列）进行重命名。 这个新的名称叫作别名。
Power BI 报表可以包含重复的字段名称，但 Excel 不允许重复。 因此，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后，字段别名将
还原为其原始字段（列）名称。

如果 .csv 文件中存在 unicode 字符，那么 Excel 中的文本可能不会正常显示。 不过，在记事本中打开它则
会正常显示。 Unicode 字符的示例是货币符号和外语单词。 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将 csv 文件导入到 Excel
中，而不是直接打开 csv 文件。 如何执行此操作：

1. 打开 Excel
2. 从“数据”选项卡上，选择“获取外部数据” > “从文本”。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禁用数据导出功能。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浏览报表“筛选器”窗格
2018/7/11 • • Edit Online

使用报表“筛选器”窗格

打开“筛选器”窗格

本文将深入介绍报表“筛选器”窗格。 你将在 Power BI 服务编辑视图和阅读视图以及 Power BI Desktop 报表视
图中看到该窗格。

在 Power BI 中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方式筛选数据，我们建议首先阅读 关于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是在“报表视图”中打开的。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在“编辑视图”或“读取视图”中打
开报表。 在“编辑视图”和“Desktop 报表视图”中，报表所有者可向报表添加筛选器，这些筛选器将与报表一起保
存。 在“阅读”视图中查看报表的人员可与这些筛选器进行交互并保存更改，但不能向报表添加新的筛选器。

在 Power BI 服务中，报表会保留你在“筛选器”窗格中做出的所有更改，并且这些更改会保留至该报表的移动版
本。 要将“筛选器”窗格还原为创建者默认值，请从顶部菜单栏中选择“还原为默认值”。

打开报表时，“筛选器”窗格显示在报表画布的右侧。 如果未看到窗格，请选择右上角的箭头以将其展开。 如果进
入 Power BI 服务读取视图，右侧唯一的可用窗格就是“筛选器”窗格。

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了具有 6 个筛选器的视觉对象。 报表页也有筛选器，列于“页面级筛选器”标题下。 有一
个钻取筛选器，整个报表也有筛选器：“FiscalYear”为 2013 或 2014。

部分筛选器旁有“全部”字样，这意味着所有值都包含在一个筛选器中。 例如，下面的屏幕截图中的 Chain(All) 告
诉我们该报表页包括有关所有存储链的数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FiscalYear 为为  2013 或或  2014”的报表级别筛选器
告诉我们该报表仅包括 2013 和 2014 的财政年的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how-to-report-filter.md


“编辑视图”中的筛选器

查看此报表的任何人都可与这些筛选器进行交互。

悬停鼠标并选择筛选器旁的箭头可查看该筛选器的详细信息。

更改筛选器，例如，将“Lindseys”更改为“Fashions Direct”。

通过从顶部菜单栏选择“还原为默认值”，将筛选器还原为原始状态。

选择筛选器名称旁的“x”删除筛选器。

删除筛选器将其从列表删除，但并不会删除报表的数据。 例如，如果删除“FiscalYear 为 2013 或 2014”筛选
器，财务年度数据仍将保留在报表中，但将不再筛选为仅显示 2013 和 2014，而是显示数据包含的所有财
务年度。 但是，一旦删除筛选器后，将无法再对其修改，因为它已从列表删除。 更好的选择是通过选择橡皮
擦图标来清除筛选器 。

在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时，“筛选器”窗格显示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下半部分的报表画布
右侧。 如果未看到窗格，请选择右上角的箭头以将其展开。



.

如果画布中未选择任何视觉对象，则“筛选器”窗格将仅显示适用于整个报表页面或整个报表的筛选器以及任何钻
取筛选器（如果已设置有）。 在以下示例中，未选择视觉对象，并且没有页面级筛选器或钻取筛选器，但存在报表
级筛选器。

如果画布中选择了一个视觉对象，则你还会看到仅适用于该视觉对象的筛选器：



清除筛选器

添加筛选器

若要显示特定筛选器的选项，请选择该筛选器名称旁的向下箭头。 在以下示例中，报表级筛选器被设置为 2013
和 2014。 这是基本基本筛选筛选的一个示例。 若要显示高级选项，请选择高高级筛选级筛选。

在高级或基本筛选器模式下，选择橡皮擦图标  以清除筛选器。

在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编辑视图中，通过从“字段”窗格中选择一个字段并将其拖动到相应的筛选器
（其中你会看到“将字段拖至此处”字样），从而将筛选器添加到视觉对象、页面、钻取或报表。 将字段作为筛
选器添加后，使用基本筛选和高级筛选控件对其进行微调（如下所述）。

将新字段拖动到视觉对象级筛选器区域不会将该字段添加到视觉对象，但是它的确允许你使用此新字段来

筛选该视觉对象。 在以下示例中，“链链”作为新筛选器添加至视觉对象中。 请注意，在使用基本或高级筛选
控制前，仅将“链链”添加为筛选器不会更改视觉对象。



筛选器类型：文本字段筛选器

列表模式列表模式

用于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所有字段都还可用作筛选器。 首先，选择视觉对象以将其激活。 “视觉对象”窗格
和“筛选器”窗格（在视觉对视觉对象象级别筛选级别筛选器器标题下方）中列出了视觉对象中正在使用的字段。

使用基本筛选和高级筛选控制（如下所述）对任意这些字段进行微调。

勾选复选框将选择或取消选择值。 全部全部复选框可用于切换所有复选框的状态（“启用”或“取消”）。 这些复选框表示
该字段的所有可用值。 调整筛选器时，重述将更新以反映你的选择。



高高级级模式模式

筛选器类型：数值字段筛选器

列表模式列表模式

高高级级模式模式

注意，现在重述的表述方式“为 Amarilla 或 Carretera”

选择高高级筛选级筛选以切换到高级模式。 使用下拉控件和文本框来标识要包括哪些字段。 通过在且且和或或之间选择，可
以生成复杂的筛选器表达式。 设置所需值后，选择应应用用筛选筛选器器按钮。

如果这些值是有限的，则选择字段名称将显示一个列表。 请参阅前述文本字段文本字段筛选筛选>列表模式列表模式来帮助使用复选

框。

如果这些值有限或表示一个范围，则选择字段名称将打开高级筛选器模式。 使用下拉列表和文本框来指定想要查
看的值的范围。

通过在且且和或或之间选择，可以生成复杂的筛选器表达式。 设置所需值后，选择应应用用筛选筛选器器按钮。



筛选器类型：日期和时间

列表模式列表模式

高高级级模式模式

后续步骤

如果这些值是有限的，则选择字段名称将显示一个列表。 请参阅前述文本字段文本字段筛选筛选>列表模式列表模式来帮助使用复选

框。

如果字段值表示日期或时间，可以使用“日期/时间”筛选器指定开始/结束时间。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在报表的“阅读视图”中与筛选器和突出显示交互
在报表“编辑视图”中创建筛选器
更改报表视觉对象相互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的方式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订阅报表或
仪表板
2018/7/27 • • Edit Online

要求

订阅仪表板或报表页

现在，及时更新最重要的仪表板和报表，比以前更加轻松。 为自己和同事订阅最重要的报表页和仪表板，Power BI
将通过电子邮件将快照发送到收件箱。 告知 Power BI 所需的电子邮件接收频率：从每天一次到每周一次。

电子邮件和快照将使用在 Power BI 设置中设置的语言（请参阅 Power BI 的支持语言和国家/地区）。 如果未定义任
何语言，Power BI 会根据当前浏览器中的区域设置使用语言。 要查看或设置语言首选项，请选择齿轮图标  >
“设置”>“常规”>“语言”。

只能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订阅。 收到的电子邮件中包含“转到报表或仪表板”链接。 在安装了 Power BI 应用的
移动设备上，选择此链接将启动应用（而不是执行在 Power BI 网站上打开报表或仪表板这样的默认操作）。

创建订阅是一项 Power BI Pro 功能，必须拥有编辑内容（仪表板或报表）的权限才能创建该订阅。
由于仅当更新或刷新数据集时才能发送订阅电子邮件，因此未更新或刷新的数据集上不支持订阅。

无论是订阅仪表板还是报表页，订阅过程非常类似。 使用同一按钮，即可为自己（和其他人）订阅 Power BI 服务仪
表板和报表。

。

1. 打开仪表板或报表。

2.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订阅”或信封图标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subscribe.md


3. 使用黄色滑块可启用和禁用订阅。 将滑块设置为“关”不会删除订阅。 若要删除订阅，请选择垃圾桶图标。

4. 填写电子邮件详细信息。 已预填充电子邮件但还可将其他人添加到订阅。 仅可添加位于同一域的电子邮件
地址（请参阅下文的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报表或仪表板托管在高级容量中，则可使用
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和组别名为其他人订阅。 如果报表或仪表板未托管在高级容量中，仍可使用其他人的个
人电子邮件地址为其订阅，但他们也必须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在以下屏幕截图中，请注意订阅报表实际上订阅的是报表页。 要订阅报表中的多个页，请选择“添加其他订
阅”并选择另一页。

5. 选择“保存并关保存并关闭闭”，保存订阅。 每次任意基础数据集发生更改时，这些订阅都会收到电子邮件和仪表板或
报表页的快照。 如果仪表板或报表一天刷新多次，只会在首次刷新后发送电子邮件。



如何确定电子邮件计划

TIPTIP
想立即查看电子邮件？ 刷新一个与仪表板或报表相关联的数据集，从而触发电子邮件。 （如果你没有对数据集的编辑

权限，则只能请具有这些权限的人员为你执行此操作。）要确定使用了哪些数据集，请选择“查看相关内容”图标  打

开相关内容，然后选择刷新图标 。

下表介绍了你将接收电子邮件的频率。 这完全取决于仪表板或报表依据的数据集的连接方法（DirectQuery、实时
连接、导入 Power BI，或 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 中的 Excel 文件），以及可用和已选择的订阅选项（“每日一
次”、“每周一次”或“无”）。



DIRECTQUERY 实时连实时连接接 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导导入）入）

ONEDRIVE/SHAREPOIN
T ONLINE 中的中的  EXCEL 文文
件件

报报表表/仪仪表板多久刷表板多久刷

新一次？新一次？

每 15 分钟 Power BI 每 15 分钟
检查一次，如果数据集

已更改，则会刷新报

表。

用户可以选择无、每日

或每周。 每日可以一
天多达 8 次。 每周实
际上是一个每周计划，

用户可以创建和设置

刷新，少至一周一次，

多至每天一次。

每小时一次

用用户对订阅电户对订阅电子子邮邮

件件计计划有多少控制划有多少控制

权权？？

选项为：每日或每周 无选项：如果报表刷

新，则向用户发送电子

邮件，但每天最多一

次。

如果刷新计划为每日

一次，选项为“每日一
次”和“每周一次”。 如
果刷新计划为每周一

次，选项仅为“每周一
次”。

无选项：每当数据集更

新时向用户发送电子

邮件，但每天最多一

次。

管理订阅

仅订阅创建者可管理该订阅。 订阅管理屏幕的路径有 2 个。 第一个是选择“订阅电子邮件”对话框中的“管理所有订
阅”（请参阅上述第 4 步下方的屏幕快照）。 第二个是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 Power BI 齿轮图标 ，然后选择“设
置”。

具体显示哪些订阅视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工作区而定。 若要一次性查看所有工作区的全部订阅，请确保“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区区”处于活动状态。 若要了解工作区，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工作区。

如果 Pro 许可证到期、所有者删除仪表板或报表，或用于创建订阅的用户帐户被删除，那么订阅将结束。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对于仪表板电子邮件说明，如果任何磁贴应用了行级别安全性 (RLS)，则不会显示这些磁贴。 对于报表电子邮件
说明，如果数据集使用 RLS，则无法创建订阅。
报表页订阅与报表页面的名称是相关联的。 如果你订阅一个报表页，而后将其重命名，则必须重新创建订阅
为其他用户订阅时，当前不支持使用实时连接数据集的报表和仪表板的电子邮件订阅。

对于实时连接数据集上的电子邮件订阅，你只会在数据更改时收到电子邮件。 因此，如果发生刷新但没有数据
更改，Power BI 不会向你发送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订阅不支持大多数自定义视觉对象。 已经过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除外。
目前电子邮件订阅不支持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如果任何仪表板磁贴应用了行级别安全性 (RLS)，则不会显示这些磁贴。
如果报表应用了行级别安全性 (RLS)，则无法为其他用户创建订阅。
电子邮件订阅与报表的默认筛选器和切片器状态一起发送。 在订阅后对默认设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显示
在电子邮件中。

由 Power BI Desktop 创建的实时连接到服务功能的报表页尚不支持电子邮件订阅。
对于仪表板订阅，具体来说，尚不支持某些类型的磁贴。 其中包括流磁贴、视频磁贴、自定义 Web 内容磁贴。
如果与租户外的同事共享仪表板，则无法为该同事也创建订阅。 因此，如果你是 aaron@xyz.com，则可以与
anyone@ABC.com 共享，但目前无法为 anyone@ABC.com 订阅并且他们也无法订阅共享内容。
由于电子邮件大小限制，可能无法订阅包含极大图像的仪表板或报表。

如果超过 2 个月一直没有人访问仪表板和报表，那么 Power BI 会自动暂停刷新与它们关联的数据集。 不过，如
果添加对仪表板或报表的订阅，即使无人访问，也不会暂停刷新。

如果未收到订阅电子邮件，请确保用户主体名称 (UPN) 能够接收电子邮件。 Power BI 团队正在努力放宽此要
求，敬请关注。

如果你的仪表板或报表位于高级容量中，则可使用组电子邮件别名进行订阅，而不用一次使用一个电子邮件地

址为同事订阅。 根据当前的 Active Directory 确定别名。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阅读博客文章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Issues/No-Mail-from-Cloud-Service/idc-p/205918#M10163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roducing-dashboard-email-subscriptions-a-360-degree-view-of-your-business-in-your-inbox-every-day/


适用于 Excel 的 Power BI 发布服务器
2018/7/31 • • Edit Online

下载和安装

使用 Microsoft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可以在 Excel 中获取最重要的数据洞察快照，如数据透视表、图表
和区域，并将它们固定到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你可以固定什么？ Excel 工作表中几乎所有项目。 你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工作表或表、数据透视表或数据透视图、图
例和图像、文本中选择单元格区域。

你不能固定：不能在 Power View 工作表中固定 3D 地图或可视化效果。 你还可以固定一些元素，但是固定这些元素
意义不大，如切片器或时间线筛选器。

当固定 Excel 中的元素时，将在 Power BI 中的新仪表板或现有的仪表板中添加新的磁贴。 新的磁贴是快照，因此它
不是动态的，但是仍可以更新它。 例如，如果更改已固定的数据透视表或图表，那么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不会
自动更新，但是仍可以使用固定管理器固定管理器来更新已固定的元素。 你将在以下章节中了解有关固定管理器固定管理器的详细信

息。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是一个可以下载并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更高版本的桌面版上安装的加载项。

下载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安装此发布服务器后，你会在 Excel 中看到一个新的 Power BI 功能区，可以在其中登录（或注销）Power BI、将元素
固定到仪表板，以及管理已固定的元素。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ublisher-for-excel.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15729


将区域固定到仪表板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外接程序，但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未在 Excel 中看见 Power BI
功能区选项卡，则需要启用它。 单击文件文件  > 选项选项  > 加加载项载项  > COM 加加载项载项。选择“Microsoft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你可以从工作表中选择任何单元格区域，然后将该区域的快照固定到 Power BI 中的现有或新的仪表板。 也可以将
同一个快照固定到多个仪表板。

若要开始操作，需确保已登录到 Power BI。

1. 从 Excel 中的“Power BI”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配置文件”。 如果已登录到 Power BI，你将看到一个对话框，其
中显示了当前的登录帐户。 如果这正是你想使用的帐户，那太好了 — 请转到下一组步骤，以固定你的区域。
如果想要使用其他 Power BI 帐户，请选择“注销”。 如果尚未登录，请转到下一步（步骤 2）。

2. 如果你尚未登录，请选择在从 Excel 中的“Power BI”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配置文件”时所显示的“登录”链接，
接着在“连接到 Power BI”对话框中键入要使用的 Power BI 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登录”。

登录后，按照下列步骤将区域固定到仪表板：

1. 在 Excel 中，选择“Power BI”功能区选项卡即可看到“固定”功能区按钮。

2. 从 Excel 工作簿中选择一个区域。



将图表固定到仪表板

管理固定的元素

3. 从“Power BI”功能区中单击“固定”按钮，以显示“固定到仪表板”对话框。 如果你尚未登录 Power BI，系统将提
示你登录。 从“工作区”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工作区。 如果想要固定到自己的仪表板，请确认选择的是我的工我的工

作区作区。 如果想要固定到组工作区中的仪表板，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组。

4. 选择是想固定到现有仪表板还是创建新仪表板。

5. 单击“确定”将所选内容固定到仪表板。

6. 在“固定到仪表板”中，选择工作区中的现有仪表板或创建一个新的仪表板，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只需单击图表，然后单击“固定”图标 。

使用固定管理器固定管理器，可以更新（刷新）Power BI 中已固定元素的关联磁贴。 你还可以对已固定到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

如何如何连连接到接到  Excel  Excel 中的中的  Power BI  Power BI 数据数据

的元素取消固定。

若要更新仪表板中的磁帖，请在固定管理器固定管理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元素，然后选择“更新”。

若要删除 Excel 中已固定的元素和仪表板中相关联的磁贴之间的映射，请单击“删除”。 选择“删除”不会从 Excel 的工
作表中删除元素，也不会从仪表板中删除相关联的磁贴。 你删除的是固定或两者之间的映射。 已删除的元素将不再
显示在固定管理器固定管理器中。 如果再次固定该元素，它将显示为新的磁贴。

若要从仪表板中删除固定的元素（磁贴），需要在 Power BI 中执行此操作。 在你想要删除的磁贴中，选择“打开菜

单”图标 ，然后选择“删除磁贴 ” 。

从 2016 年 7 月发行的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起（包括前面链接到的最新版本），你可以直接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并在 Excel 中使用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分析该数据。 借助此功能，你可以轻松地将 Power BI
数据和 Excel 搭配使用，以分析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数据。

改进功能包括：

将在每个版本中自动更新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所需的任何驱动程序 — 无需自行安装或管理这些驱动程
序。

不再需要下载 .odc 文件来创建连接 — 在你选择要使用的报表或数据集后，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将自
动创建连接。

现在可以在同一工作簿中创建多个连接和数据透视表

对错误进行了改进并且特定于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而不是使用默认的 Excel 消息

若要使用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连接到 Power BI 数据，请执行下面这些简单的步骤：

1. 确保你已登录到 Power BI。 本文前面部分提供了描述如何登录（或使用其他帐户登录）的步骤。

2. 通过要使用的帐户登录到 Power BI 之后，从 Excel 中的“Power BI”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连接到数据”。



3. Excel 将使用 HTTPS 连接连接到 Power BI，并显示“连接 Power BI 中的数据”对话框，你可以在其中选择要
从中选择数据的工作区（下图中的 1），并选择要连接到的数据类型（“报表”或“数据集”）(2)，该对话框中有一
个下拉列表 (3)，你可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要连接到的可用报表或数据集。

4. 在完成选择后，从“连接 Power BI 中的数据”对话框中选择“连接”，Excel 将准备一个数据透视表，并显示“数
据透视表字段”窗格，你可以从该窗格中已连接的 Power BI 数据中选择字段，并创建表或图表来帮助你分析
数据。



如果 Power BI 中没有任何数据，Excel 将进行检测并创建示例数据，以便你连接并尝试执行操作。

在此版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共享数据共享数据  — 已共享给你、但不会直接显示在 Power BI 中且在“连接到数据”中不可用的数据。
本地本地  SSAS — 如果所选数据集来自本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并且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使
用 DirectQuery 来访问数据，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将通过本地网络连接连接到该数据，而不会通过
Power BI 连接到该数据。 同样地，尝试连接到此类数据集的任何用户都必须连接到本地网络，并且在经过用于
存储数据的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所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的身份验证后，才能访问该数据。
所需的所需的驱动驱动程序程序  -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会自动安装运行此功能所需的所有驱动程序。 在这些自动安
装的驱动程序之中，Excel OLE DB 驱动程序用于 Analysis Services；如果该驱动程序被用户删除（或由于其他任



相关的文章

何原因而被删除），到 Power BI 数据的连接将不起作用。
数据集必数据集必须须有度量有度量值值  - 数据集必须定义模型度量值，这样 Excel 才能在数据透视表中将度量值作为值来处理，
并正确分析数据。 详细了解度量值。
支持支持组组  - 与指定组以外的人共享的数据集不受支持，并且不能连接。
免免费订阅费订阅与与专业订阅专业订阅  - 与组相关的活动对于 Power BI 免费用户不受支持，因此他们将不会其工作区中看到任
何与组共享的数据集和报表。

共享的共享的报报表或数据集表或数据集  - 不能连接与你共享的报表或数据集。
使用表而不是数据模型使用表而不是数据模型  - 通过从 Excel 仅导入表（不带数据模型）创建的数据集和报表当前不受支持，并且不能
连接。

在创建了引人注目的图表或其他视觉效果（例如一系列数据）后，可以轻松地将它们固定到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如本文前面部分中所述。

有多种方法可以将 Excel 和 Power BI 一起使用，并获取两者最大的价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在 Excel 中分析
“在 Excel 中分析”疑难解答



将报表从 Power BI 导出到 PowerPoint（预览版）
2018/7/31 • • Edit Online

如何将 Power BI 报表导出到 PowerPoint

借助 Power BI，现在可将报表发布到 Microsoft PowerPoint，并根据 Power BI 报表轻松地创建幻灯片平台。 导导
出到出到  PowerPoint 时，会发生以下情况：

Power BI 报表中的每个页面成为 PowerPoint 中单独的幻灯片
Power BI 报表中的每个页面导出为 PowerPoint 中的单张高分辨率图像
Power BI 报表中的文本框成为 PowerPoint 中可编辑的文本框
会在 PowerPoint 中创建链接到 Power BI 报表的链接

将 Power BI 报报表表导出到 PowerPoint 非常容易。 只需按照下一部分中所述的步骤操作。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报报表表”部分以展开该部分，然后选择报表以将其显示在画布上。 还可以
从“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部分或“收藏收藏夹夹”中选择报表（如果报表位于这两个位置之一）。

想要导出到 PowerPoint 的报表显示在画布上时，在 Power BI 服务的菜单栏中选择“文件文件  > 导导出到出到
PowerPoint（（预览预览版）版）”，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ublish-to-powerpoint.md


将看到 Power BI 服务浏览器窗口右上角的通知横幅，显示报表正在导入到 PowerPoint。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在导出报表的同时，可以在 Power BI 中继续进行操作。

导入完成后，通知横幅会发生变化以通知你 Power BI 服务已完成导出过程。

在浏览器显示下载文件的位置，文件是可用的。 在下图中，它显示为浏览器窗口底部的下载横幅。

以上是其中包含的全部内容。 可以下载该文件，使用 PowerPoint 将其打开，然后像对任何其他 PowerPoint 系列幻



检查已导出的 PowerPoint 文件

NOTENOTE

灯片一样对其进行修改或增强。

打开 Power BI 导出的 PowerPoint 文件时，会发现几个很酷且很有用的元素。 看一看下图，然后查看下面描述一些
很酷功能的编号元素。

1. 幻灯片平台的第一页包括报表名称和链接，以便能在在  Power BI 中中查查看看幻灯片平台所基于的报表。
2. 还可以获取有关报表的一些有用信息，包括导出的报表所基于的 上次数据刷新时间 下载 时间和日期，这是

Power BI 报表导出为 PowerPoint 文件的时间和日期。
3. 每个报表页面都是单独的幻灯片，如左侧导航窗格所示。
4. 已发布的报表根据 Power BI 设置或者根据你所用浏览器的区域设置以相应的语言呈现。 若要查看或设置语言
首选项，请选择齿轮图标  >“设置”>“常规”>“语言”。 有关区域设置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支持的语言和国
家/地区。

5.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包括封面幻灯片，其中包含以正确的时区显示的导出时间。

转到各个幻灯片时，将会发现每个报表页都是独立图像。

为每个报表页提供单个视觉对象是新行为。 为每个视觉对象提供独立图像的旧行为将不再实现。



限制

如何处理 PowerPoint 系列幻灯片或任何一张高分辨率图像，这取决于你自己！

在使用导导出到出到  PowerPoint 功能时，有几个注意事项和限制需要牢记。

目前不支持 R 视觉对象。 任何此类视觉对象都将作为空白图像导出到 PowerPoint 中，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
示不支持该视觉对象。

支持已取得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有关已取得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详细信息（包括如何完成自定义视觉
对象认证），请参阅获取自定义视觉对象认证。 不支持未取得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任何此类视觉对象都会作
为空白图像导出到 PowerPoint 中，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示不支持该视觉对象。
支持已已认证认证的自定的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已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已批准用于 Power BI，满足特定的代码要求并通过
严格的安全测试。 可以详细了解已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目前不能导出包含 15 个以上报表页面的报表。
将报表导出到 PowerPoint 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请耐心等待。 影响所需时间的因素包括报表的结构
和 Power BI 服务的当前负载。
如果导导出到出到  PowerPoint（（预览预览版）版）  菜单项在 Power BI 服务中不可用，这很可能是因为租户管理员已禁用该功
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租户管理员。
会根据图表的边界区域裁剪背景图像。 强烈建议在导出到 PowerPoint 之前删除背景图像。
导出到 PowerPoint 时，尚不支持会会话话内交互性内交互性，例如突出显示和筛选、向下钻取等功能。 已导出的 PowerPoint
显示原始视觉对象，因为它们已保存在报表中。

PowerPoint 页始终以标准的 9:16 尺寸创建，无论 Power BI 报表页的原大小或原尺寸如何。
Power BI 租户域之外的用户拥有的报表（如组织外部人员拥有且与你共享的报表）无法发布到 PowerPoint。
如果与组织外部人员（即位于 Power BI 租户之外的用户）共享仪表板，此用户将无法把共享仪表板的关联报表导
出到 PowerPoint。 例如，如果你是 aaron@contoso.com，虽然可以与 david@cohowinery.com 共享内容， 但
david@cohowinery.com 无法将关联报表导出到 PowerPoint。
如上所述，每个报表页导出为 PowerPoint 文件中的单张图像。
Power BI 服务将你的 Power BI 语言设置用作 Power BI 导出的语言。 若要查看或设置语言首选项，请选择齿轮
图标  >“设置”>“常规”>“语言”。
导出的 PowerPoint 文件的封面幻灯片上的下载时间被设置为导出时计算机的时区。



后续步骤

在 Excel 中分析

Power BI 中的 Excel 数据

让自定义视觉对象取得认证



从报表创建 Power BI 仪表板
2018/6/28 • • Edit Online

谁可以创建仪表板？

视频：通过从报表中固定视觉对象和图像创建仪表板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使用报表导入数据集

你已经阅读了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并且现在想要创建你自己的仪表板。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用于创建仪表板：
从报表、从头开始、从数据集、通过复制现有仪表板等。

在你初次使用它时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先创建一个快速简单的仪表板，方法是从已构建的报表固定可

视化效果。 完成此快速入门后，你将很好地了解仪表板和报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报表编辑器中打开编辑视图、固
定磁贴以及在仪表板和报表之间导航。 然后，使用左侧目录中的链接或底部的“下一步”继续学习更高级的主题。

创建仪表板是创建者功能，需要拥有报表编辑权限。 报表创建者及其所授予访问权限的同事拥有编辑权限。 例
如，如果 David 在 workspaceABC 中创建了一个报表，然后将你添加为该工作区的成员，则你和 David 都将拥有
编辑权限。 另一方面，如果报表已与你直接共享或作为 Power BI 应用的一部分（你正在使用该报表），则你将无法
将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注意注意：仪表板是 Power BI 服务的一项功能，而不是 Power BI Desktop 的功能。 无法在 Power BI 移动设备中创
建仪表板，但可以查看和共享仪表板。

观看 Amanda 通过从报表中固定可视化效果来创建新仪表板。 然后，使用采购分析示例，按照视频下面的步骤亲
自尝试。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需要下载“采购分析”示例 Excel 工作簿并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打开它。

我们将导入一个 Power BI 示例数据集，并使用它来创建我们的新仪表板。 我们使用的示例是包含两个
PowerView 工作表的 Excel 工作簿。 当 Power BI 导入工作簿时，它将向你的工作区添加一个数据集和一个报表。
该报表是从 PowerView 工作表自动创建的。

1. 选择此链接下载并保存采购分析示例 Excel 文件。 我们建议你将其保存在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

2. 在浏览器 (app.powerbi.com) 中打开 Power BI 服务。

3. 选择“我的工作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creat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4


打开打开报报表并将一些磁表并将一些磁贴贴固定到固定到仪仪表板表板

4.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获取数据”。

5. 然后，选择“文件”。

6. 导航到你保存采购分析示例 Excel 文件的位置。 选择它，然后选择“连接”。

7. 对于此练习，请选择“导入”。

8. 出现成功消息时，选择 x 将其关闭。



1. 在同一工作区中，选择“报表”选项卡。新导入的报表显示有黄色星号。 选择报表名称以打开它。

2. 报表会在阅读视图中打开。 请注意，它的底部包含两个选项卡：折扣分析和支出概况。 每个选项卡表示报表
的一页。 选择“编辑报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3. 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上方以显示可用的选项。 要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仪表板，请选择固定  图标。

4. 由于我们正在创建新仪表板，请选择“新建仪表板”选项，并为其指定名称。

5. 当你选择“固定”时，Power BI 将在当前工作区中创建新仪表板。 当“已固定到仪表板”消息出现时，选择“转



将整个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

到仪表板”。 如果系统提示你保存报表，请选择“保存”。

6. Power BI 将打开新的仪表板，其中包含一个磁贴，即你刚刚固定的可视化效果。

7. 要返回到报表，请选择该磁贴。 将更多磁贴固定到新仪表板。 此时，显示“固定到仪表板”窗口，请选择“现有
仪表板”。

可将整个报表页固定为动态磁贴（而不是一次固定一个视觉对象）。 我们开始操作吧。

1. 在报表编辑器中，选择“支出概况”选项卡打开报表的第 2 页。

2. 你希望在仪表板上具有所有这些视觉对象。 在菜单栏右上角，选择“固定活动页面”。 在仪表板上，活动页面
磁贴将在每次刷新页面时更新。

3. 显示“固定到仪表板”窗口时，请选择“现有仪表板”。



后续步骤

4. 看到“成功”消息时，选择“转至仪表板”。 可以在此处看到从报表固定的磁贴。 在以下示例中，我们已从报表
的第 1 页固定了 2 个磁贴，并从报表的第 2 页固定了一个动态磁贴。

恭喜你创建了第一个仪表板！ 现在你拥有了一个仪表板，通过它你可以执行更多操作。 请尝试执行下面建议的后后
续续步步骤骤的任一步骤，或者自己开始操作和探索。

调整大小和移动磁贴

关于仪表板磁贴的所有内容

通过创建应用共享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设计出色仪表板的提示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仪表板副本
2018/6/27 • • Edit Online

创建仪表板副本的原因众多。 你可能想要对原始版本进行更改并测试其性能；或创建由同事、区域或团队分发的略
微不同的版本。 可能有某个同事喜欢你的仪表板设计，想要使用它向经理汇报工作。 另一个原因是，可能你具有包
含相同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的新数据库，并且想要重用已创建的仪表板。这也可以完成，但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执行一些操作。

仪表板是使用 Power BI 服务进行创建（和复制），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版和 Power BI Embedded 中进行查看。
Power BI Desktop 不支持仪表板。

必须是仪表板创建者，才能复制仪表板。 不能复制已作为应用与你共享的仪表板。

1. 打开仪表板。

2. 在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复制仪表板”。

3. 为仪表板命名并选择“复制”。

4. 新仪表板将与原始仪表板保存在同一工作区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copy.md


后续步骤

5. 打开新仪表板，并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接下来，不妨执行下列操作：
a. 移动、重命名、重设大小或删除磁贴。
b. 依次选择磁贴省略号 (...) 和“编辑详细信息”，编辑磁贴详细信息和超链接。
c. 通过仪表板菜单栏添加新磁贴（添加磁贴）
d. 通过 Power BI 问答或通过报表固定新磁贴。
e. 在仪表板的“设置”窗格中，重命名仪表板、启用或禁用 Power BI 问答并设置磁贴流。 （依次选择仪表板省略
号 (...) 下拉列表和“设置”）
f. 将仪表板直接与同事共享，或作为 Power BI 应用的一部分共享。

设计出色仪表板的提示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报表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2018/7/20 • • Edit Online

从报表固定磁贴

从报表固定磁贴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一种从 Power BI 报表内添加新仪表板磁贴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从报表添加许多新磁贴。 单击时，所有这些磁贴
都是回到报表的链接。

而且可以将整个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上。 这也称为固定动态磁贴。 动态是因为你可以使用仪表板上的磁贴进行
交互，而且与单独的可视化磁贴不同，在报表中所做的更改可以与仪表板同步。 了解有关以下内容的详细信息。

不能固定与你共享的报表中的磁贴，也不能固定 Power BI Desktop 中的磁贴。

提示：某些可视化效果使用背景图像。 如果背景图像太大，可能无法固定。 请尝试减小图像大小或压缩图
像。

Watch Amanda 通过从 Power BI 报表固定视觉对象和图像创建仪表板。

现在通过使用其中一个 Power BI 示例报表创建你自己的仪表板。

1. 将鼠标悬停在你想要固定的可视化效果上方，然后选择固定 图标。 Power BI 将会打开固定到固定到仪仪表表

板板屏幕。

2. 决定是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还是固定到新仪表板。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已与你共享的仪表板不会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

3. 在某些情况下，你正在固定的项可能已经应用了主题。 例如，从 Excel 工作簿固定的视觉对象。 如果是这
样，选择要应用到该磁贴的主题。

4. 选择“固定”。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pin-tile-from-repor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固定整个报表页

后续步骤

5. 从导航窗格中选择具有新磁贴的仪表板。 选择该磁贴以跳转回报表。 或者，编辑磁贴显示和行为。

另一个选择是将整个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 这是一种一次性固定多个可视化效果的简便方法。 此外，当固定整
个页面时，磁贴是 动态的 ；你可以就在仪表板上与它们进行交互。 并且你对报表编辑器中返回的任何可视化效
果所做的更改（如添加筛选器或更改图表中使用的字段）也都会反映在仪表板磁贴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固定整个报表页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Power BI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某个仪表板中的磁贴固定到另一个仪表板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将磁贴固定到另一个仪表板

添加新的仪表板磁贴的一种方法是从另一个仪表板中复制它。 每个磁贴在单击后都是一个返回到磁贴创建位置的
链接 -- 在问答或报表中。

你无法固定共享的仪表板中的磁贴。

1. 获取数据。 本示例使用 IT 支出分析示例。

2. 打开仪表板。

3. 将鼠标悬停在想要固定的磁贴上方，选择省略号 (...) 并选择“固定磁贴”。

4. 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现现有有仪仪表板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新新仪仪表板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

5. 选择“固定”。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所选仪表板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in-tile-to-another-dashboard.md


后续步骤

6. 选择“转到仪表板”以查看固定的磁贴。 在此处可以对已固定的可视化效果进行重命名、重设大小、添加链接
和移动。

Power BI 中的磁贴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 Excel 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2018/7/4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8JoB7w0zJA

从 OneDrive for Business 将 Excel 工作簿连接到 Power BI

若要从 Excel 工作簿固定磁贴，请将该工作簿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实际上，连接工作簿会将
该工作簿链接的只读版本引入 Power BI 服务，并允许用户将区域固定到仪表板。 甚至可以将整个工作表固定到仪
表板。

如果已与你共享工作簿，你将能够查看由所有者固定的磁贴，但无法自行创建任何仪表板磁贴。

有关 Excel 和 Power BI 如何协同工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Excel 工作簿文件获取数据。

视频将演示几个从 Excel 工作簿导入数据并连接至此的方法。

当你选择“连接”时，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 Power BI 中，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那样。 但与 Excel Online 不同，你会
有一些出色的功能，可帮助你将各元素从你的工作表固定仪表板中。

不能在 Power BI 中编辑你的工作簿。 但如果需要进行一些更改，可以从工作区的“工作簿”选项卡中选择“铅笔”图
标，然后选择是在 Excel Online 中编辑工作簿，还是在计算机上的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你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会保
存到 OneDrive 上的工作簿中。

1. 将你的工作簿上载到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2. 在 Power BI 中，连接到该工作簿，方法是：选择“获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Business”并导航到保存
Excel 文件的位置。 选择该文件并选择“连接 > 连接”。

3. 在 Power BI 中，该工作簿添加到工作区的“工作簿”选项卡。  图标指示这是 Excel 工作簿，黄色星号指示
这是新工作簿。

4. 通过选择工作簿名称，在 Power BI 中打开工作簿。

对 Power BI 中工作簿所做的更改不会被保存，并且不会影响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原始工作簿。 如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pin-tile-from-excel.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8JoB7w0zJA


将单元格的区域固定到仪表板

在 Power BI 中排序、筛选或更改值，则无法保存或固定这些更改。 如需进行更改（将被保存），请选择右上角
的“编辑”将其打开，以便在 Excel Online 或 Excel 中进行编辑。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更改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来更新仪表板上的磁贴。

添加新仪表板磁贴的一种方法是从 Power BI 中的 Excel 工作簿内部进行添加。 可从已保存至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另一个组共享的文档库中的 Excel 工作簿中固定范围。 范围可包含数据、图表、表、数据透视表、数据透
视图和其他 Excel 部分。

1. 突出显示你想要固定到仪表板的单元格。

2. 选择固定  图标。

3. 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



将整个表或数据透视表固定到仪表板

查看链接到磁贴的工作簿

4. 选择“固定”。 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会告知你已将范围以磁贴的形式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5. 选择“转到仪表板”。 在此处可以对已固定的可视化效果执行重命名、重设大小、添加链接和移动操作。 默认
情况下，选择固定的磁贴将在 Power BI 中打开工作簿。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只不过不选择单元格的区域，而是选择整个表或数据透视表。

要固定表，请选择表的整个区域，并确保包含标头。 要固定数据透视表，请确保包含数据透视表的每个可见部分，包
括筛选器（如果使用的话）。

从表或数据透视表创建的磁贴将显示整个表。 如果你在原始工作簿中添加/删除/筛选行或列，则也将在磁贴中添
加/删除/筛选它们。

选择工作簿磁贴将在 Power BI 中打开链接的工作簿。 由于工作簿文件位于该所有者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
因此查看工作簿要求具有对该工作簿的读取权限。 如果没有权限，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不支持的功能：Power BI 使用 Excel Services 来检索工作簿磁贴。 因此，由于 Excel 中的某些功能在 Excel Services
REST API 中不受支持，因此将不会在 Power BI 中的磁贴上看到这些功能。 例如：迷你图、图标集条件格式设置和
时间切片器。 有关不支持的功能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Excel Services REST API 中不支持的功能

共享具有 Excel 工作簿链接的仪表板

从 Excel 工作簿获取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ff394477.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问答将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何从“问答”中固定磁贴
问答是 Power BI 即席报表工具。 需要查找特定见解？ 对你的数据提问，然后就会收到以可视化效果形式显示的
答案。

本操作说明将使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打开仪表板，使用自然语言提问以创建可视化效果，并将此
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Power BI Desktop 不支持仪表板。 若要了解如何将 Power BI 问答与其他 Power BI 工
具和内容结合使用，请参阅 Power BI 问答概述。

要继续学习，请打开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

1. 打开至少具有一个从报表固定的磁贴的仪表板。 在提问后，Power BI 会在将磁贴固定到该仪表板的所有数
据集中查找答案。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获取数据。

2. 在仪表板顶部的问题框中，键入你想要了解的有关数据的问题。

3. 例如，当你键入“last year sales by month and territory...”时，

问题框将提供建议。

4. 若要将图表作为磁贴添加到仪表板，请选择画布右上方的大头针 。 如果仪表板已与自己共享，则无法
固定任何可视化效果。

5. 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所做的选择仅限当前工作区中的这些仪表板。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它将被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6. 选择“固定”。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pin-tile-from-q-and-a.md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7. 选择“转到仪表板”以查看新磁贴。 随后，可以在仪表板上执行重命名、重设大小、添加超链接、重新定位磁
贴等操作。

开始键入问题时，问答将立即从与当前仪表板关联的所有数据集搜索最佳答案。 “当前仪表板”是顶部导航
栏中列出的仪表板。 例如，在属于“mihart”应用工作区的“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中提出此问题。

问问答如何知道要使用哪个数据集答如何知道要使用哪个数据集？ Power BI 问答有权访问至少有一个可视化效果固定到相应仪表板的
所有数据集。

看不到提看不到提问问框框？ 请与 Power BI 管理员联系。 管理员可以禁用 Power BI 问答。

重命名、调整大小、添加超链接、重新定位磁贴等 
在焦点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 
返回到 Power BI 中的问答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整个报表页以动态磁贴的形式固定到 Power BI 仪
表板
2018/6/2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固定报表页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zhfBpPboPA

打开仪表板以查看固定的活动磁贴

添加新仪表板磁贴的另一种方法是固定整个报表页。 这是一种一次性固定多个可视化效果的简便方法。 此外，当
固定整个页面时，磁贴是 动态的 ；你可以就在仪表板上与它们进行交互。 并且你对报表编辑器中返回的任何可视
化效果所做的更改（如添加筛选器或更改图表中使用的字段）也都会反映在仪表板磁贴中。

仅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可将动态磁贴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

无法固定与你共享的报表中的磁贴。

观看 Amanda 将活动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然后按照视频下的分步说明亲自进行尝试。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在未选择任何视觉化效果的情况下，从菜单栏中选择“固定活动页”。

3. 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请注意突出显示的文本：刷新页面时，固定活动页可使对报表所做的
更改出现在仪表板磁贴中。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已与你共享的仪表板不会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

4. 选择固定活固定活动动。 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会告知你已将页面以磁贴的形式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pin-live-tile-from-repor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zhfBpPboPA


后续步骤

1. 从导航窗格，选择包含新动态磁贴的仪表板。 可在此处对已固定的报表页进行重命名、重设大小、链接和移
动 操作。

2. 与动态磁贴进行交互。 在以下屏幕截图中，选择柱形图上的一个柱已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了磁贴上的
其他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仪表板和报表的使用指标
2018/8/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为什么使用指标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如果你创建仪表板和报表，使用指标可帮助你了解它们的影响。 运行仪表板使用情况指标或报表使用情况指标时，
可查看整个组织使用这些仪表板和报表的情况 - 正在使用的内容、使用人员以及使用目的。

使用情况指标将跟踪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的报表的使用情况。 但是，使用情况指标不会通过“用户拥有凭据”或“应用拥有
凭据”流来跟踪仪表板和报表的嵌入。 使用情况指标也不会跟踪通过发布到 Web 嵌入的报表的使用情况。

这些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是只读的。 但是，可以通过使用“另存为”对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进行个性化处理。 这将创建全
新的数据集，并将只读报表转换为功能齐全的可编辑 Power BI 报表。 不仅个性化报表包含所选仪表板或报表的指
标，而且通过删除默认筛选器，现在还可以访问所选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所有报表的使用情况指标。 你甚至可以
看到最终用户的名称。

了解内容的使用方式有助于说明影响，并划分工作的优先级。 使用指标可能会显示组织的大部分部门每天会使用其
中一个报表，还可能会显示根本没人查看你创建的某个仪表板。 这种类型的反馈在指导工作方面极其重要。

仅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运行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但是，如果保存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或将其固定到仪表板，则可在移
动设备上打开该报表并与其交互。

使用指标功能可捕获所有用户的使用情况信息，无论用户分配的许可证为何。 不过，必须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才能运行和访问使用情况指标数据。

所选工作区中的仪表板或报表中提供使用情况指标。 若要访问特定仪表板或报表的使用情况指标，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

• 拥有对仪表板或报表的编辑权限
• 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usage-metrics.md


关于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打开包含使用情况指标的仪表板或报表

选择“使用情况指标”或其图标  时，Power BI 会生成一个预生成报表，其中包含相应内容在过去 90 天内的使用
情况指标。 此报表与已熟悉的 Power BI 报表较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此报表仅供参考，无法进行交互。 基于最终用
户接收访问权限的方式以及他们是通过 Web 还是移动应用等方式访问，可以进行切片。仪表板和报表发生更改时，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也会随之更改（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每天更新新数据）。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不会显示在“最新动态”、“工作区”、“收藏夹”或其他内容列表中。 不能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添加到
应用。 如果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的磁贴固定到仪表板，则该仪表板无法添加到应用或内容包中。

若要深入挖掘报表数据，或要根据数据集生成自己的报表，可使用“另存为”（请参阅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另存为功能
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

1. 首先，转到包含仪表板或报表的工作区。

2. 在“工作区”内容列表或仪表板/报表本身中，选择“使用情况指标”图标 。

3. 首次执行此操作时，Power BI 会创建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并在创建完成后通知你。

4. 要打开结果，请选择“查看使用情况指标”。

部署或维护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时，使用情况指标将发挥巨大作用。 想知道报表的哪些页面最有用，哪些
页面应该逐渐淘汰？ 按“报表页”进行切片，即可找到答案。想知道是否应为仪表板生成移动布局？ 按“平



报表中包含哪些指标？

指指标标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说说明明

分发方法切片器 是 是 用户获取内容访问权限的方

式。 用户访问仪表板或报表
的方式可能有以下 3 种：成
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将内

容与他们共享或安装内容包/
应用。 请注意，通过应用的查
看数被视为“内容包”。

平台切片器 是 是 是通过 Power BI 服务
(powerbi.com)，还是通过移
动设备访问仪表板或报表？

移动应用包括所有 iOS、
Android 和 Windows 应用。

报表页切片器 否 是 如果报表有多页，按已查看的

一个或多个报表页对报表进

行切片。 如果看到列表选项
为“空白”，这意味着报表页为
最近添加（新页的实际名称将

在 24 小时内显示在切片器列
表），并且/或者报表页已删
除。 “空白”可捕获此类情况。

每日查看次数 是 是 每日总查看次数 - 查看的定
义为用户加载报表页或仪表

板。

每日的唯一身份查看者 是 是 查看了仪表板或报表的唯一

身份用户数（以 AAD 用户帐
户为依据）。

每用户查看次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查看次数，按
各用户细分。

每日共享次数 是 否 仪表板与其他用户或组进行

共享的次数。

总查看次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查看次数。

查看者总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唯一身份查看
者人数。

NOTENOTE

台”进行切片，了解通过移动应用与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内容的用户数。

5. （可选）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之上，再选择“固定”图标，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仪表板。 也可以选择顶部菜
单栏中的“固定活动页面”，将整个页面添加到仪表板。 在仪表板中，可以更轻松地监视使用情况指标，或将它
们与其他人共享。

如果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的磁贴固定到仪表板，则该仪表板无法添加到应用或内容包中。



总共享次数 是 否 仪表板或报表在过去 90 天内
的共享次数。

组织中的总数 是 是 最近 90 天里整个组织中至少
被查看过一次的所有仪表板

或报表的计数。 用于计算级
别。

级别：总查看次数 是 是 根据过去 90 天内组织中所有
仪表板或报表的总查看次数，

确定此仪表板或报表的级别。

级别：总共享次数 是 否 根据过去 90 天内组织中所有
仪表板的总共享次数，确定此

仪表板或报表的级别。

指指标标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说说明明

仪仪表板使用情况指表板使用情况指标报标报表表

报报表使用情况指表使用情况指标报标报表表



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另存为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个性化）

使用使用““另存另存为为””创创建的内容是什么？建的内容是什么？

使用使用““另存另存为为””创创建使用情况建使用情况报报表的副本表的副本

使用“另存为”可以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转换成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从而可以进行自定义和共享。 创建个性化
副本后，即会获得对基础数据集的完全访问权限，这样就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自定义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甚至可以通
过实时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功能，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自定义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更好的一点是，基础数据集包含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报表的使用情况详细信息。 这便释放出了许多其他可能性。
例如，可以创建基于使用情况对工作区中的所有仪表板进行对比的报表。 或者，通过聚合 Power BI 应用中所有分发
内容的使用情况，为此应用创建使用情况指标仪表板。 请参阅下面的删除页面级别筛选器。

创建功能齐全的报表时，Power BI 还会新建一个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在过去 90 天里当前工作区中被访问的所有
仪表板或所有报表。 例如，假设有一个名为“销售额”的工作区，包含 3 个仪表板和 2 个报表，你在“东北”仪表板上创
建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然后你使用“另存为”进行个性化设置，将其转换为功能完备的报表。 此新报表的数据集不
仅包含名为“东北”的仪表板的使用情况指标，还包含“销售额”工作区中所有 3 个仪表板的使用情况指标。 默认情况
下，报表将显示“东北”仪表板的数据，需要删除筛选器（单击）才能显示所有 3 个仪表板的数据。

使用“另存为”创建副本（个性化）时，Power BI 会将只读的预生成报表转换为功能齐全的报表。 从表面看，报表看上
去完全相同。 但是，现在能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添加新的可视化效果、筛选器和页面，以及修改或删除现有可视
化效果等。 Power BI 将全新报表和数据集保存到当前工作区中。 在下面的示例中，当前工作区是 mihart。

1. 在预生成的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依次选择“文件”>“另存为”。 此时，Power BI 会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转换成
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 这称为个性化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个性化使用情况报表和数据集保存到当前工
作区 *mihart中。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connecting-to-datasets-in-the-power-bi-service-from-desktop


删删除除筛选筛选器以器以查查看工作区中的所有使用情况指看工作区中的所有使用情况指标标数据数据

2.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与报表进行交互，就像与其他任何 Power BI 报表进行交互一样。 例如，添加新页面
和生成新的可视化效果、添加筛选器、设置字体和颜色等。

3. 也可以从新数据集入手，从头开始生成报表。

4. 新建的报表会保存到当前工作区 mihart 中，并还会添加到“最近的创建”内容列表中。

若要查看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所有报表的指标，必须删除筛选器。 默认情况下，个性化报表会进行筛选，仅显示
用于创建它的仪表板或报表的指标。

例如，如果使用名为“欧洲销售额”的仪表板创建此新的个性化报表，则仅显示“欧洲销售额”仪表板中的使用情况数
据。 若要删除筛选器，并启用该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中的数据：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个性化报表。



管理员对使用情况指标的控制 - 适用于 Power BI 管理员

2. 在“筛选器”窗格中，找到“报表级别筛选器”桶，然后选择“x”将筛选器删除。

现在个性化报表将显示整个工作区的指标。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是 Power BI 或 Office 365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的一项功能。 管理员可以精确控制哪些用户可
以访问使用指标；默认情况下，对于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它们都处于“启用”状态。

1. 依次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的齿轮图标和“管理门户”，打开“管理门户”。

2. 在“管理门户”中，依次选择“租户设置”和“面向内容创建者的使用情况指标”。



国家云中的使用情况指标

注意事项和限制

3. 启用（或禁用）使用情况指标，然后选择“应用”。

默认情况下，每个用户的数据都启用了使用指标并在指标报表中包含内容创建者帐户信息。 如果不希望某些或所有
用户包含此信息，请为特定安全组或整个组织禁用此功能。 帐户信息随后会在报表中显示为“未命名”。

当禁用其整个组织的使用指标时，管理员可以使用“删除所有现有的使用指标内容”选项删除通过使用指标报表和数
据集构建的所有现有报表和仪表板磁贴。 此选项可以删除组织中可能已在使用的所有用户对使用指标数据的所有访
问内容。 请谨慎操作，因为删除现有的使用指标内容是不可逆转的操作。

Power BI 在单独的国家云中可用。 这些云提供与 Power BI 全局版本相同级别的安全性、隐私、符合性和透明度，以
及服务交付、数据驻留、访问和控制相关地方法规的唯一模型。 由于本地法规的这种唯一模式，使用情况指标不适
用于国家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国家云。

问：我无法在仪表板或报表上运行使用情况指标

答：你只能看到自己拥有或有权编辑的内容的使用情况指标。

问：使用情况指标会从嵌入的仪表板和报表中捕获视图吗？

答：使用情况情况指标目前不支持捕获嵌入的仪表板和报表的使用情况，包括用户拥有数据流，应用拥有数据流和发

布到 Web 流。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现有的 Web 分析平台来跟踪托管应用或门户的使用情况。

问：我根本无法对任何内容生成使用情况指标。

A1：管理员可以为组织关闭此功能。 请联系管理员以确定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A2：使用指标是 Power BI Pro 的一项功能。

问：数据好像不是最新的。 例如，没有显示分发方法、缺少报表页等。
答：数据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4 小时才能完成。

问：工作区中有 4 个报表，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只显示 3 个。
答：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仅包括在过去 90 天内访问过的报表（或仪表板）。 如果不显示某个报表（或仪表板），很可能此
报表已超过 90 天未被使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cloud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integrate-report


后续步骤

收藏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向仪表板添加图像、文本、视频等
2018/6/2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2PD8m1Q0vU

添加磁贴

添加图像

利用“添加磁贴”控件，可以直接向仪表板添加图像、文本框、视频、流数据或 Web 代码。

1.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添加磁贴”。 鉴于空间限制，你可能只能看到加号  符号。

2. 选择要添加的磁贴类型：“图像”、“文本框”、“视频”、“Web 内容”或“自定义流数据”。

假设你希望仪表板上有公司的徽标或其他图像。 将需要在线保存图像文件并链接到该文件。 请确保访问该图像
文件无需特殊凭据。 例如，OneDrive 和 SharePoint 需要身份验证，因此存储在该处的图像将无法按此种方式
添加到仪表板。

1. 选择“图像” > “下一步”。

2. 将图像信息添加到“添加图像磁贴”窗口。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add-widge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2PD8m1Q0vU


添加文本框或仪表板标题

若要在图像上方显示标题，请选择显示标题和副标题，并键入标题和/或副标题。

输入图像 URL

若要将磁贴设置为超链接，请选择设设置自定置自定义链义链接接，并输入 URL。 同事单击此图像或标题时，便
会前往此 URL。

选择应应用用。 在仪表板上，根据需要重设图像大小和移动图像。

1. 选择“文本框”>“下一步”。

注意注意：若要添加仪表板标题，请在文本框中键入标题并增大字体。



添加视频

2. 设置文本框格式：

若要在文本框上方显示标题，请选择显显示示标题标题和副和副标题标题，并键入标题和/或副标题。

输入并格式化文本框的内容。

（可选）设置标题的自定义链接。 自定义链接可以是外部站点，或工作区中的仪表板或报表。 不过
在本示例中，我们已经在文本框内添加了超链接，因此请保持“设置自定义链接”的未选中状态。

3. 选择应应用用。 在仪表板上，根据需要重设文本框大小和移动文本框。

向仪表板添加 YouTube 或 Vimeo 视频磁贴之后，该视频会直接在仪表板上播放。

1. 选择“视频”>“下一步”。



2. 将视频信息添加到“添加视频磁贴”窗格。

若要在视频磁贴顶部显示标题和副标题，请选择显示标题和副标题，并键入标题和/或副标题。 在
本示例中，我们将添加副标题，然后将其设置成返回 YouTube 完整播放列表的超链接。

输入视频 URL

为标题和副标题添加超链接。 你可能希望，同事在观看内嵌视频后能够查看 YouTube 上的完整播
放列表；你可以在此添加播放列表的链接。

选择应应用用。 在仪表板上，根据需要重设视频磁贴大小和移动视频磁贴。

3. 选择用于播放视频的视频磁贴。

4. 选择副标题以访问 YouTube 上的播放列表。



添加流数据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OuINwgkEkQ

添加 Web 内容

嵌入 Web 内容的提示

粘贴或键入任何 HTML 内容。 Power BI 会把它当成磁贴添加到仪表板中。 手动输入嵌入代码，或从 Twitter、
YouTube、embed.ly 等站点复制/粘贴。

1. 选择“Web 内容”>“下一步”。

2. 将信息添加到“添加 Web 内容磁贴”窗格。

若要在磁贴上方显示标题，请选择显示标题和副标题，并键入标题和/或副标题。
输入嵌入代码。 在本示例中，我们会复制并粘贴 Twitter 源。

3. 选择应应用用。 在仪表板上，根据需要重设 Web 内容磁贴大小和移动 Web 内容磁贴。

若为 iframe，请使用安全的源。 如果输入 iframe 嵌入代码却得到空白磁贴，请查看 iframe 源是否使用
了 http。 如果是，请更改为 https。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OuINwgkEkQ


编辑磁贴

<iframe src="https://xyz.com">

<iframe width="560" height="315"
src="https://www.youtube.com/embed/Cle_rKBpZ28"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iframe width="100%" height="100%"
src="https://www.youtube.com/embed/Cle_rKBpZ28"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blockquote class="twitter-tweet" data-partner="tweetdeck">
<p lang="en" dir="ltr">Listen to
<a href="https://twitter.com/GuyInACube">@GuyInACube</a> talk to
us about making videos about Microsoft Business Intelligence
platform
<a href="https://t.co/TmRgalz7tv">https://t.co/TmRgalz7tv </a>
<a href="https://twitter.com/hashtag/analytics?src=hash">
#analytics</a></p>&mdash; AFTK Podcast (@aftkpodcast) <a
href="https://twitter.com/aftkpodcast/status/693465456531771392">
January 30, 2016</a></blockquote> <script async src="//platform.twitter.com/widgets.js" 
charset="utf-8"></script>

编辑宽度和高度信息。 此嵌入代码会嵌入视频，并将视频播放器设置为 560 x 315 像素。 当你重设磁贴
大小时，这个大小不会更改。

如果希望播放器重设大小以适应磁贴大小，请将宽度和高度设为 100%。

此代码会嵌入推文，并以独立链接的方式在仪表板上保留 AFK 播客、@GuyInACube 的的  Twitter 页页
面面、关注关注、#analytics****回复回复、转转推推和喜喜欢欢的链接。 选择磁贴本身会带你前往 Twitter 的播客。

若要更改磁贴...

1. 将鼠标悬停在磁贴右上角并选择省略号。

2. 选择编辑图标，以便重新打开磁磁贴详细贴详细信息信息窗格并进行更改。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若要更轻松地在仪表板上移动磁贴，请添加标题和/或副标题。
如果想要嵌入网站的某些内容，但网站未提供可供复制和粘贴的嵌入代码，请签出 embed.ly 以便生成嵌入
代码。

仪表板磁贴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编辑或删除仪表板磁贴
2018/7/11 • • Edit Online

仪表板所有者与仪表板使用者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先决条件

新建并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如果是仪表板的创建者或所有者，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更改相应仪表板上磁贴的

外观和默认行为。 下面的设置和策略可用于为同事设计仪表板使用体验。 选择
磁贴后打开的是基础报表、自定义 URL 还是其他仪表板？ 也许会添加显示视频
或流数据的磁贴？ 甚至希望创建包含交互式切片器的磁贴。 作为创建者，可以
通过很多方式进行编辑。

本文涵盖以下方面。

TIPTIP

创建并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移动磁贴

重设磁贴大小

重命名磁贴

向磁贴添加超链接

将磁贴固定到其他仪表板

删除磁贴

若要更改磁贴本身显示的可视化效果，请删除磁贴，并添加新的 仪表板磁贴。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打开 Power BI 服务（而非 Power BI Desktop），并下
载“IT 支出分析示例”。 看到“成功”消息时，选择“转至仪表板”

 

1. 在“IT 支出分析”仪表板中，选择“金额”磁贴，以打开报表。

2. 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编辑报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edit-til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JKgWnvl6bQ


移动磁贴

重设磁贴大小

3. 选择报表底部的加号 (+)，添加新报表页。

4. 在“字段”窗格中，依次选择“事实”>“金额”，再依次选择“业务领域”>“业务
领域”。

5.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环形图”图标，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环形图。

6. 选择“固定”图标，并将环形图固定到“IT 支出分析示例”仪表板。

7. 看到“成功”消息时，选择“转至仪表板”。 此时，系统会提示保存更改。 选
择保存保存。

 

在仪表板中，找到新磁贴。 选择并按住磁贴，将其拖动到仪表板画布上的一个新
位置。

 

可将磁贴设置为多种大小 - 从 1x1 到 5x5 的磁贴单位均可。 选择并拖动右下角
的图柄，重设磁贴大小。



省略号 (...) 菜单

重命名磁重命名磁贴贴

1. 选择磁贴右上角的省略号 (...)。

2. 将鼠标悬停在“帐户”磁贴之上，再选择省略号调出选项。 可用选项因磁贴
类型而异。 例如，动态磁贴的可用选项不同于标准可视化效果磁贴的可用
选项。 此外，如果仪表板是与自己共享的（即不是所有者），可用选项就更
少了。

3. 选择“编辑详细信息”，打开“磁贴详细信息”窗口。

更改磁贴的标题和默认行为。 例如，可以决定在使用者选择磁贴后，改为
显示新仪表板，而不是打开用于创建此磁贴的报表。

 

在“磁贴详细信息”窗口顶部，将“标题”更改为“支出金额”。



更改默更改默认认超超链链接接

将磁将磁贴贴固定到其他固定到其他仪仪表板表板

         

默认情况下，选择磁贴后通常会转到用于创建此磁贴的报表，或转到 Power BI
问答（如果磁贴是在 Power BI 问答中创建的话）。 若要链接到网页、其他仪表板
或报表（位于同一工作区中）、SSRS 报表或其他在线内容，请添加自定义链接。

1. 在“功能”标题下，选中“设置自定义链接”。

2. 选中“链接到当前工作区中的仪表板或报表”，再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仪
表板或报表。 在此示例中，我选择了“人力资源示例”仪表板。 如果工作区
中还没有此示例，可以先添加它，再返回到这一步；也可以选择其他仪表

板。

3. 选择应应用用。

4. 此时，磁贴上显示新标题。 此外，如果选择磁贴，Power BI 会打开“人力资
源”仪表板。

 

1. 在省略号下拉菜单中，选择“固定磁贴” 。

2. 确定是将此磁贴的副本固定到现有仪表板，还是固定到新仪表板。



删删除磁除磁贴贴

后续步骤

3. 选择“固定”。

 

1. 要从仪表板中永久删除磁贴，请从省略号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磁贴” 。

2. 删除磁贴不会删除基础可视化效果。 选择“金额”磁贴，打开基础报表。 打
开报表中的最后一页，可以看到原始可视化效果尚未从报表中删除。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设计出色 Power BI 仪表板的提示
2018/7/11 • • Edit Online

TIPTIP

观看仪表板改头换面网络研讨会

考虑受众

呈现一个情景，并将其保持在一个屏幕

利用全屏模式

让最重要的信息以最大字体显示

现在，你已创建了一个仪表板并添加了一些磁贴，可考虑如何使你的仪表板不仅美观，而且实用。 一般来说，这意
味着突出显示最重要的信息，使其整洁有序。

以下是一些提示。

许多报表的设计原则也适用于仪表板。 阅读我们的白皮书报表和可视化效果的最佳设计原则。

观看 Microsoft 首席项目经理和 Power BI 仪表板专家 Marc Reguera 执行仪表板功能改进。

可帮助他们做决定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将如何使用仪表板？ 何种习得设定或文化设定可能会影响设计选择？ 你
的受众需要哪些信息才能成功？

请记住，仪表板是一个概览，一个用于监视数据当前状态的单一区域。 仪表板以基础报表和数据集为基础，并且报
表和数据集可包含大量详细信息。 读者可从你的仪表板深入了解报表。 因此不要在仪表板上放置详细信息，除非
该信息是你的读者监视所需。

将在什么位置显示仪表板？ 如果将在大型监视器上显示，你可在其上放置更多内容。 如果读者将在其平板电脑上
查看它，则更少的磁贴将更具可读性。

由于仪表板旨在一目了然地显示重要信息，因此最好在一个屏幕上显示所有磁贴。 你是否可以在你的仪表板上避
免使用滚动条？

仪表板太杂乱？ 删除可以轻松读取和解释的基本信息以外的所有信息。

全屏显示仪表板，避免干扰。

如果仪表板上的文本和可视化效果大小相同，你的读者会很难将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信息上。 例如，卡片可视化效果
是突出显示重要数字的好办法：

但请务必提供上下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s-design-tips.md
https://info.microsoft.com/CO-PowerBI-WBNR-FY16-05May-12-Dashboard-Makeover-Registration.html
https://info.microsoft.com/CO-PowerBI-WBNR-FY16-05May-12-Dashboard-Makeover-Registration.html


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顶部角落

对数据使用适当的可视化效果并设置其格式以方便阅读

了解更多关于最佳仪表板设计的信息

后续步骤

了解有关仅使用一个数字创建磁贴 的信息。

大多数人会从上到下阅读，因此将最高级别的详细信息置于顶部，并在你以受众阅读的方向移动时显示更多详细信

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避免出于多样性的目的而使可视化效果多样。 可视化效果应对图片润色，且应易于“阅读”和解释。 对于某些数据和
可视化效果，简单的图形可视化就足够了。 但其他数据可能会要求更复杂的可视化效果 - 确保使用标题和标签以
及其他自定义来帮助读者。

选择适当的数据可视化效果。 请谨慎使用扭曲实体的图表，即三维图表。 请记住，对人脑来说，很难解释圆形形
状。 饼图、环形图、仪表以及其他圆形的图表类型可能看起来相当美观，但它们不是最佳的数据可视化效果。
与轴上的图表比例、图表维序，以及用于图表内维度值的颜色保持一致。

务必恰当地对定量数据进行编码。 显示数字时，不要超过三个或四个数字。 对小数点左侧的一个或两个数字显
示度量值并显示千或百万的单位，即 3.4 百万，而不是 3,400,000。
不要混合精度和时间的级别。 确保时间范围易于理解。 不要将上个月的图表置于该年度特定月份的已筛选图表
旁。

不要在同一比例上（如在折线图或条形图上）混合大度量值和小度量值。 例如，一个度量值可能以百万计，其他度
量值则以千计。 使用这种大比例，很难看出以千计的度量值的差异。 如果需要混合，则选择一个允许使用第二个
轴的可视化效果。

不要使用不需要的数据标签打乱图表。 条形图中的值通常易于了解，不显示实际数。
请注意如何对图表进行排序。 如果你想要将注意点放在最高或最低的数字，则通过度量值进行排序。 如果希望用
户能够在许多其他类别中快速找到特定类别，则按轴进行排序。

如果类别少于八个，则饼图最佳。 由于不能并排比较值，所以在饼图中的比较值要比在条形图和柱形图中比较
值更难。 饼图有助于查看部分对整体的关系，而不利于将部分进行比较。 仪表盘则非常适合用于在目标上下文
中显示当前状态。

有关更多可视化效果特定指南，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若要掌握设计出色仪表板的技术，建议了解视觉感知的基本 Gestalt 原则以及清楚传达上下文中可操作信息的方
法。 幸运的是，我们的博客中已分散有大量广泛可用的资源。 一些我们最喜爱的书籍有：

Information Dashboard Design ，Stephen Few 著
Show Me the Numbers ，Stephen Few 著
Now You See It ，Stephen Few 著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Edward Tufte 著
Advanced Presentations ，Andrew Abela 设计

从报表创建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kUYrzrio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面向 Power BI Quick Insights 优化数据
2018/7/20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想要改善快速见解结果吗？ 如果你是数据集所有者，请尝试：

隐藏或取消隐藏数据集中的列。 Power BI 快速见解不会搜索隐藏的列。 因此，请隐藏重复或不必要的列，并取
消隐藏相关列。

使用混合的数据类型，例如名称、时间、日期和数字。

避免使用（或隐藏）包含重复信息的列。 这会浪费搜索有意义模式的宝贵时间。 例如，一个列包含省/市/自治区
名称的完整拼法，而另一个列包含省/市/自治区名称的缩写。
你是否收到一条错误消息，说数据不具有统计意义？ 这可能发生在非常简单的、没有太多数据的模型中，或者
没有日期或数字列的模型中。 若要生成见解，数据集需要具有至少一个维度和一个度量值。

Power BI 快速见解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insights-optimiz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创建更适合在移动电话上展示的 Power BI 仪表板
的视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在手机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仪表板时，你会发现，仪表板磁贴采用相继布局的方式，所有磁贴的大小都
一样。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以创建任何你拥有的仪表板的自定义视图，专用于在手机上查看。

当侧向打开手机时，你会看到仪表板以服务中的原有方式打开，而并没有以你为手机设计的方式打开。

在手机上查看仪表板的任何人都可以实时看到你在编辑电话视图时所做的更改。 例如，如果你取消固定仪表板电话视图上的
所有磁贴，手机仪表板上的磁贴会突然消失。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仪表板。

2. 依次选择右上角“Web 视图”旁边的箭头和“电话视图”。

如果不是仪表板的所有者，将看不到此选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dashboard-mobile-phone-view.md


此时将打开电话仪表板编辑视图。 你可以在该视图中取消固定、调整大小以及重排磁贴以适应电话视图。
仪表板的 web 版本不会更改。

3. 选择一个磁贴进行拖放、调整大小或取消固定操作。 你将发现，拖动某个磁贴时，其他磁铁也会移开。

未固定的磁贴会进入“未固定的磁贴”窗格中，除非重新添加回原处，否则它们将继续留在此窗格中。



后续步骤

4. 如果改变主意，请选择“重置磁贴”，按之前的大小和顺序将它们放回原处。

在 Power BI 服务中直接打开“电话编辑”视图会稍稍改变手机上磁贴的大小和形状。 因此，若要将仪表板完
全恢复到在“电话编辑”视图中打开之前的状态，请选择“重置磁贴”。

5. 若对手机仪表板布局感到满意，请依次选择右上角“电话视图”旁边的箭头和“Web 视图”。

此时，Power BI 会自动保存手机布局。

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
创建优化为适应任意大小的响应式视觉对象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为磁贴创建 QR 码以供在移动应用中
使用
2018/6/27 • • Edit Online

为磁贴创建 QR 代码

打印 QR 代码

Power BI 中的 QR 代码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直接连接到相关的 BI 信息  无需进行导航或搜索。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为任何仪表板中的磁贴创建 QR 码，甚至包括无法编辑的仪表板。 然后将 QR 代码放在关
键位置中。 例如，可以将代码粘贴到电子邮件，或将其打印出来并粘贴在特定位置。

与之共享仪表板的同事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扫描 QR 码来访问磁贴。 他们既可以使用 Power BI 应用中的
QR 码扫描程序，也可以使用自己设备上安装的其他任何 QR 码扫描程序。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中的 Power BI 仪表板。

2. 选择磁贴右上角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焦点模式焦点模式  。

3. 选择右上角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生成生成  QR 代代码码。

4. 将出现带有 QR 代码的对话框。

5. 你可以在此扫描 QR 代码或下载并保存该代码，以便可以：

将其添加到电子邮件或其他文档，或

将其打印出来并放在特定位置。

Power BI 可将 QR 代码生成为 JPG 文件，以备打印。

1. 选择下下载载，然后在连接到打印机的计算机上打开该 JPG 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qr-code-for-tile.md


后续步骤

TIPTIP
JPG 文件与磁贴同名。 例如 "Opportunity Count - by Month, Sales Stage.jpg"。

2. 以 100% 比例或“实际大小”打印文件。

3. 对 QR 码进行裁剪，并将其粘附到与磁贴相关的位置。

使用移动应用从真实世界连接到 Power BI 数据
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Power BI QR 码
创建报表的 QR 码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向 Power BI 仪表板添加图像
2018/6/28 • • Edit Online

将独立图像添加到仪表板有以下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图像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添加磁添加磁

贴贴”将其直接添加到仪表板。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文章：

直接从 Power BI 仪表板添加仪表板磁贴。
从 Power BI 报表固定图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shboard-add-image.md


仪表板数据分类
2018/7/20 • • Edit Online

数据分类标记

每个仪表板都不同，具体取决于你连接到的数据源，你可能会发现你和你与其共享的同事将需要根据数据的敏感

性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 一些仪表板永远不应与公司外部的人员共享，或打印出来，而其它仪表板则可以随意共
享。 通过使用仪表板数据分类，你将能够提高查看你仪表板的人员应使用何种安全级别方面的意识。 你可以使
用公司 IT 部门定义的分类来标记仪表板，以便查看该内容的每个人对于数据的敏感性都有相同层面的理解。

数据分类标记显示于仪表板名称旁，让任何查看它的人都知道应该应用到仪表板和其所包含的数据的安全级别。

它也会在你的收藏夹列表中的仪表板磁贴旁显示。

将鼠标悬停在标记上时，你将看到该分类的完整名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ata-classification.md


NOTENOTE

设置仪表板的分类

管理员还可以设置标记的 URL，以提供附加信息。

根据你的管理员设置的分类设置，某些分类类型可能不会在仪表板上显示为标记。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你可以随时在仪
表板设置下检查仪表板分类类型。

如果为你的公司启用了数据分类，则所有仪表板均以默认分类类型开始，但作为仪表板所有者，你可以更改分类

以匹配你的仪表板安全级别。

若要更改分类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选择仪表板名称旁的省略号，然后选择“设置”，转到仪表板设置。

2. 在仪表板设置下，你将能够看到仪表板的当前分类，然后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分类类型。



作为管理员使用数据分类标签

3. 完成时，选择“应用”。

应用更改后，你与之共享的任何人都将在下次重新加载仪表板时看到更新。

通过组织的全局管理员设置数据分类。 若要开启数据分类，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设置”齿轮，然后选择“管理门户”。

2. 在“租户设置”选项卡中，将“仪表板和报表的数据分类”切换为“开启”。



开启后，将出现一个用于在组织中创建各种分类的表单。

每个分类都有“名称”和“速记形式”，这将显示在仪表板上。 对于每个分类，通过选择“显示标记”，你可以决定是否
在仪表板上显示速记标记。 如果你决定不在仪表板上显示分类类型，所有者将仍然能够通过检查仪表板设置来
查看类型。 此外，你可以选择添加一个包含你的组织分类指南和使用要求相关的详细信息的 URL。



NOTENOTE

你需要决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哪个分类类型作为默认类型。

使用分类类型填充表单后，请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此时，所有仪表板将被分配默认分类，而仪表板所有者现在能够将分类类型更新为适用于其内容的类型。 之后你
可以返回此处来添加或删除分类类型或更改默认类型。

返回此处进行更改时，需要注意几个重要事项：

如果关闭数据分类，将不会记住任何标记。 如果之后你决定重新打开它，你将需要重新启动。
如果删除了一个分类类型，则任何分配了该已删除分类类型的仪表板都将被分配回默认设置，直到所有者再次进入并重

新设置。

如果更改默认设置，则所有未经所有者分配分类类型的仪表板都将更改为新的默认设置。



教程：如何使用 Power BI 问答创建可视化效果和生
成报表
2018/7/1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Mf7OL JfCz8?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第 1 部分：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的仪表板上使用
Power BI 问答

问答概述介绍了 Power BI 问答，并对使用者（与其共享了仪表板和报表）和创建者（拥有基础报表和数据集）进行
了区分。 本教程的第一部分主要是面向通过 Power BI 服务使用仪表板的用户。 第二部分是面向使用 Power BI 服
务或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的用户。 Power BI 问答和 Power BI 移动版以及 Power BI Embedded 中的
Power BI 问答均通过单篇文章进行介绍。

问答是交互式的且十分有趣，而且一个问题会导致许多其他问题以可视化效果显示要查找的有趣路径。 请观看
Amanda 是如何使用 Power BI 问答创建可视化效果、向下钻取这些视觉对象，并将它们固定到仪表板的。

由于仪表板包含从一个或多个数据集固定的磁贴，因此可以就其中任一数据集中的任何数据提问。 若要查看用于
创建仪表板的报表和数据集，请选择菜单栏中的“查看相关项”。

Power BI 问答的提问框位于仪表板的左上角，这就是用户使用自然语言键入问题的地方。 “问答”可以组织你键入
的词语并指出可以在哪里（哪个数据集）找到答案。 “问答”还有助于你使用自动完成、重述以及其他文本和视觉对
象组织你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以交互式可视化效果显示并会在你修改问题时进行更新。

1. 打开仪表板，并将光标置于提问框中。 在开始键入前，“问答”会显示新的屏幕，上面有帮助你提问的一些建
议。 将会看到一个或多个基础数据集中的表名称，甚至还能看到有完整问题列出（如果数据集所有者已创
建特别推荐问题的话）。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tutorial-q-and-a.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Mf7OLJfCz8?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你始终可以选择这些问题之一作为起点并继续优化问题，以找出你要查找的特定答案。 或者，使用表名称
帮助你组织一个新问题。

2. 从数据集选项中选择一个，或开始键入自己的问题，并从下拉列表建议的问题中选择一个。

3. 在用户键入问题的同时，Power BI 问答会挑选最佳可视化效果作为答案显示；并且可视化效果会随着用户
修改问题而动态变化。



第 2 部分：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的报表中使用 Power
BI 问答

TIPTIP

4. 在用户键入问题时，Power BI 会在有磁贴固定到仪表板的所有数据集中查找最佳答案。 如果所有磁贴都是
来自 datasetA，则答案也将来自 datasetA。 如果有的磁贴源自数据集 A，有的磁贴源自数据集 B，那么问答
功能将会从这 2 个数据集中搜索最佳答案。

请务必谨慎，如果从仪表板中删除唯一一个源自数据集 A 的磁贴，那么问答功能将不再有权访问数据集 A。

5. 如果对结果满意，则可以通过选择右上角的大头针图标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如果仪表板已与你共
享，或者仪表板是应用的一部分，将无法固定。

使用 Power BI 问答可以浏览数据集，并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报表和仪表板。 报表是根据一个数据集创建而成，既
可能是完全空白，也可能页面上有大量可视化效果。 不过，不能仅仅因为报表是空白的，就断定其中没有任何要浏
览的数据。要知道，数据集已与报表相关联，可供浏览和创建可视化效果。 若要查看用于创建报表的数据集，请在
Power BI 服务的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并选择菜单栏中的“查看相关项”。



若要在报表中使用 Power BI 问答，必须拥有对报表和基础数据集的编辑权限。 Power BI 问答概述主题将此区分
为创建者方案。 因此，如果是使用与自己共享的报表，Power BI 问答则不可用。

1. 在编辑视图（Power BI 服务）或报表视图（Power BI Desktop）中打开报表，并选择菜单栏中的“提问”。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服服务务  

2. 此时，Power BI 问答的提问框显示在报表画布上。 在下面的示例中，提问框显示在另一个可视化效果上
方。 虽然这没什么关系，但最好在提问前，先向报表添加空白页。

3. 将光标放在问题框上。 在用户键入问题的同时，Power BI 问答会显示建议，以帮助用户形成自己的问题。

4. 在用户键入问题的同时，Power BI 问答会挑选最佳可视化效果作为答案显示；并且可视化效果会随着用户
修改问题而动态变化。



告知问答要使用哪个可视化效果。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5. 选定所需的可视化效果后，按 Enter。 若要将可视化效果与报表一起保存，请依次选择“文件”>“保存”。

6. 与新可视化效果进行交互。 无论是如何创建可视化效果的，都不要紧，因为可交互性、格式设置和功能全都
完全相同。

如果已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了可视化效果，甚至可以将它固定到仪表板。

使用 Power BI 问答，不仅可以让数据为自己“发声”，还可以指示 Power BI 如何显示答案。 只需将“以显示”添加到
问题的末尾即可。 例如，“显示工厂的库存量（以地图形式）”和“显示总库存（以卡片形式）”。 亲自动手。

如果已使用实时连接或网关连接到数据集，需要为相应数据集启用 Power BI 问答。

如果已打开报表，但看不到 Power BI 问答选项。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服务，请务必在编辑视图中打开
报表。 如果无法打开编辑视图，即说明无权编辑此报表，因此无法对特定报表使用 Power BI 问答。

返回到 Power BI 问答 
教程：通过“零售销售额示例”使用 Power BI 问答 
在 Power BI 问答中提问的提示 
准备问答的工作簿

准备本地数据集以供 Power BI 问答使用 通过 Power BI 问答将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启用实时连接问答
2018/7/17 • • Edit Online

什么是本地数据网关？ 什么是实时连接？

关于本地数据网关数据集的问答

启用问答

可以将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导入到 Power BI，也可以创建与它们的实时连接。 实时连接数据集通常被称为“本
地”。 使用网关管理实时连接并使用实时查询来回发送数据和查询。

如果你想要使用通过网关访问的数据集中的问答，首先你需要启用它们。

启用后，Power BI 将创建数据源的索引，并将该数据的子集上传到 Power BI 以启用提问功能。 创建初始索引可
能会需要几分钟时间，当数据更改时，Power BI 会自动维护并更新索引。 使用这些数据集的问答与使用发布到
Power BI 的数据方式是一样的。 这两种情况都支持问答体验的全套功能，包括同时使用数据源和 Cortana。

在 Power BI 中提问后，问答通过使用你的数据集索引确定要构建的最佳视觉对象和用于回答问题的报表工作
表。 确定最佳可能答案之后，问答将使用 DirectQuery 通过网关填充图表和图形获取数据源中的实时数据。 这
可确保 Power BI 问答的结果始终显示直接来自于基础数据源的最新数据。

由于 Power BI 问答使用你数据源中的文本和架构值来确定如何查询答案的基础模型，因此搜索特定的新的或已
删除文本值（如询问与新添加的文本记录相关的客户名称）取决于用最新的值及时更新索引。 Power BI 在 60 分
钟窗口切换时间内自动使文本和架构索引保持最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什么是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问答简介

设置数据网关后，请从 Power BI 连接数据。 使用本地数据创建仪表板，或使用本地数据上传 .pbix 文件。 可能已
与你共享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中已存在本地数据。

1. 在 Power BI 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然后选择“设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q-and-a-direct-query.md


缓存哪些数据以及如何保护隐私？

2. 选择数据集数据集，然后选择要为其启用问答的数据集。

3. 展开问问答和答和  Cortana，选择启用此数据集的启用此数据集的问问答答复选框，然后选择应应用用。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当启用本地数据的问答时，数据的其中一个子集将缓存到服务中。 这是用来保证问答具有良好的性能。 Power
BI 可以从缓存中排除长于 24 个字符的值。 当你通过取消选中启用此数据集的启用此数据集的问问答答，或当你删除你的数据集

时，缓存将在几小时内删除。

在此功能的预览版阶段，存在以下限制：

最初此功能只可用于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数据源。 此功能非常适合用于处理表格格式数
据。 某些功能可用于多维数据源，但多维数据源尚不支持完整的问答体验。 今后将逐渐推出本地数据网关支
持的其他数据源。

在最初的公共预览版中，并不完全支持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中定义的行级别安全性。 在问答中提
问时，输入时“自动完成”的问题可以显示用户不能访问的字符串值。 但是，由于考虑对在模型中定义的 RLS
使用报表和图表视觉对象，因此不能公开任何基础数值数据。 将在接下来的更新中发布选项以控制此行为。
不支持对象级别安全性 (OLS)。 “问答”不受对象级别安全性的限制，并且可能向不具备访问权限的用户显示
表或列名称。 应启用 RLS，确保也相应地保护数据值。
仅在使用本地数据网关时支持实时连接。 因此，这不能与个人网关一起使用。

本地数据网关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BI - 基本概念
Power BI 问答概述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如何有效结合使用 Excel 数据和 Power BI 问答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何如何结结合使用合使用  Power BI  Power BI 问问答和答和  Excel Excel

准准备备  Excel  Excel 数据集以供数据集以供  Power BI  Power BI 问问答使用答使用

后续步骤

如果你是创建数据模型或生成用于 Power BI 的 Excel 工作簿的人员，请阅读...

在 Power BI 中，“问答”可以搜索结构化数据，然后针对你的问选择合适的可视化效果 — 这让它成为一种极具吸
引力的工具。

“问答”适用于任何已上传的具有表格、范围或包含 PowerPivot 模型的 Excel 文件，但执行的优化和数据清理越
多，“问答”性能就越可靠。 如果打算共享根据数据集创建而成的报表和仪表板，不妨方便同事能够轻松提问，并获
取优质答案。

“问答”具有一套核心的自然语言理解功能，可以处理你的数据。 它还具有针对 Excel 表、列和计算的字段名称的上
下文相关关键字搜索功能。 它还内置了有关如何筛选、排序、聚合、分组和显示数据的信息。

例如，在名为“Sales”的 Excel 表中，其中含有“Product”、“Month”、“Units Sold”、“Gross Sales”和“Profit”列，你可
以询问有关这些实体的问题。 你可以要求按月显示销售额和总利润、按销售件数对产品排序等其他功能。 详细了
解可以提问的问题种类和可以在 Power BI 问答查询中指定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问答”依靠表格、列和计算字段的名称来回答特定于数据的问题，这意味着，实体在工作簿中的命名很重要！

以下是有关充分利用工作簿中的“问答”的一些提示。

请确保你的数据在 Excel 表中。 下面是 how to create an Excel table（如何创建 Excel 表）。

确保表、列和计算字段的名称通俗易懂。

例如，如果表格中含有销售数据，请将此表命名为“Sales”。 像“Year”、“Product”、“Sales Rep”和“Amount”等
列名称对“问答”也很适用。

如果你的工作簿具有 Power Pivot 数据模型，则可以执行更多优化操作。 详细阅读有关我们内部的自然语
言专家所提供的 Demystifying Power BI问答part 2（阐述 Power BI 问答（第 2 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数据集，然后新建列、创建计算度量值、连接字段以创建唯一值、按类型（例
如，日期、字符串、地理位置、图像、URL）对数据进行分类等。

返回到 Power BI 中的问答
准备本地数据集以供 Power BI 问答使用 
Power BI 问答快速入门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pare-data-for-q-and-a.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n-Excel-table-in-a-worksheet-e81aa349-b006-4f8a-9806-5af9df0ac664?ui=en-US&rs=en-US&ad=US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4/02/27/demystifying-power-bi-q-amp-a-part-2.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 Cortana 能够访问 Power BI 报表（及其基础数据
集）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使用 Power BI 服务启用 Cortana 以访问 Power BI 中的报表页

你已阅读 Cortana 和 Power BI 简介（如果未阅读，请先阅读简介，然后再返回此步骤）。 并且，现在想要自己尝试
一下。 在 Cortana 中使用自然语言提问，并从存储在 Power BI 报表的数据中找到答案之前，有几个要求需要注
意。 具体而言，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你尝试预览 Cortana 和 Power BI 仪表板，则可以跳过本文的其余部分。 无需对 Cortana 进行任何设置即可搜索 Power
BI 仪表板。

在 Power BI 服务中

为 Cortana 启用一个或多个数据集（由于报表是在数据集的基础之上生成，因此 Cortana 需要有权访问这些
数据集）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中

检查运行系统的是否是 Windows 10 版本 1511 或更高版本
请确保该 Power BI 和 Windows 之间可以彼此“通信”。 这意味着要将帐户连接到 Windows。

使 Cortana 能够访问 Power BI 中报表的过程很简单。 实际上，只需通过选择“启用 Cortana 以访问此数据集”来
启用报表的基础数据集。 然后，通过常规 Power BI 共享、应用和内容包功能可访问 Power BI 中数据集的任何用
户将都能够从 Windows 10 中 Cortana 的报表中获取答案。

将需要登录 Power BI 服务（而不是 Power BI Desktop），并对希望 Cortana 能够访问的每个数据集重复这些步
骤。

1. 确定要启用的数据集。 从报表内容列表中，选择你想要 Cortana 访问的报表，并选择“相关视图”图标 
。

2. 与此报表关联的数据集是 Contoso 销售额。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rtana-enable.md


  将 Power BI 凭据添加到 Windows

NOTENOTE

3. 在数据集名称的右侧，选择省略号 (...) >“设置”。

4. 选择“问答和 Cortana” > “允许 Cortana 访问此数据集” > “应用”。

在此示例中，我们对 Contoso 销售额数据集启用 Cortana。

将新的数据集或 Cortana 回复卡添加到 Power BI 并为 Cortana 启用时，可能需要 30 分钟结果才会开始出现。 登录
或退出 Windows 10 或者在 Windows 10 中重启 Cortana 进程都能使新内容立刻显示。

如果为 Cortana 启用一个数据集且该数据集是你所有的内容包或应用的一部分，则需要对你的同事重新发布才能将
该数据集用于 Cortana。

需要运行 Windows 10 版本 1511 或更高版本。

1. 确定正在运行的 Windows 10 版本。 打开“设置”。 

然后选择“系统”>“关于”。 屏幕底部会显示“Windows 规范”>“版本”

如果安装有 Windows 10 版本 1511（Windows 10 的 2015 年 11 月更新程序）至版本 1607，请添加工
作或学校帐户以及 Microsoft 帐户（完成下面的第 2 和 3 步）。
如果安装有 Windows 10 版本 1607（Windows 10 的 2016 年 7 月更新程序）或更高版本，请添加工作
或学校帐户（仅完成下面的第 2 步）。

2. 为 Cortana 添加工作或学校帐户。

打开“设置” > “帐户”。



后续步骤

滚动到底部并选择“添加工作或学校帐户”。 或者在“帐户”页中选择“访问工作或学校帐户”>“连接”。

Cortana 将使用此工作或学校帐户来检查 Power BI，以获取你在 Cortana 中的问题的可能答案。

在 Power BI 中创建 Cortana 回复卡

Cortana 和 Power BI 集成问题疑难解答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创建 Power BI 问答的精选问题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1mIAyEXuF4

NOTENOTE

如果你拥有一个数据集，你可以向该数据集添加自己精选的问题。 Power BI 问答会向使用数据集的同事显示这些
问题。 精选问题会让你的同事了解他们可以就数据集询问哪些类型的问题。 你添加的精选问题都由你决定 -- 可以
添加常见问题、显示有趣结果的问题，或可能会很难组织描述的问题。

请观看 Will 将向 Power BI 问答添加一些精选问题，然后使用这些精选问题来浏览他的数据集。 然后按照视频下
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下。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设备上的 iOS 版 Microsoft Power BI 应用和 Power BI Desktop 问答预览版中提供了问答精选问
题。 但只能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创建问题。

本文使用“零售分析销售额”示例。

1. 在仪表板上，选择“问答”问题框。 请注意，通过显示数据集中的术语列表，“问答”已很有帮助。

2. 若要添加到此列表，请选择 Power BI 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3. 选择设设置置  > 数据集数据集  > 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 精精选问选问答答问题问题。

4. 选择添加添加问题问题。

5. 在文本框中键入你的问题，并选择应应用用。 （可选）通过选择添加添加问题问题添加另一个问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q-and-a-create-featured-question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1mIAyEXuF4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6. 向后导航到零售分析示例的 Power BI 仪表板，然后将光标置于问答问题框中。

7. 新的精选问题（以地以地图图形式形式显显示地区示地区销销售售额额）显示于列表之首。 请选择它。

8. 以着色地图可视化效果显示答案。

Power BI 中的“问答”
教程：Power BI 问答简介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2018/6/28 • • Edit Online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可用的可视化效果列表

分区分区图图：基本（分：基本（分层层）和堆）和堆积积

TIPTIP

条形条形图图和柱形和柱形图图

TIPTIP

我们将添加新的可视化效果，请继续关注！

同时可以浏览 Microsoft AppSource，上面有不断扩增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列表。可以下载并在自己的仪表板和
报表中使用这些视觉对象。 有创造性的点子？ 了解如何创建并将自己的视觉对象添加到此社区网站。

所有这些可视化效果可以被添加到 Power BI 报表、在问答中指定和固定到仪表板。

基本分区图是在折线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坐标轴和填充的线之间的区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教程：基本分区图。

条形图是查看跨不同类别的特定值的标准格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types-for-reports-and-q-and-a.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


卡片：多行卡片：多行

卡片：一个数字卡片：一个数字

组组合合图图

TIPTIP

圆环图圆环图

TIPTIP

漏斗漏斗图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卡片（大数字磁贴）。

组合图将柱形图和折线图结合在一起。 请在折线图和堆积柱形图和折线图和簇状柱形图中选择。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Combo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组合图）。

圆环图类似于饼图。 它们显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Doughnut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圆环图）。



TIPTIP

仪仪表表盘盘

TIPTIP

KPIKPI

TIPTIP

折折线图线图

漏斗图用于可视化包含阶段和从一个阶段按顺序流到下一个阶段的项目的流程。 当阶段之间存在顺序流时使用漏斗图，例
如销售过程以潜在客户为起点，以购买完成为终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Funnel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漏斗图）。

显示相对于目标的当前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Gauge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仪表盘）。

显示可衡量目标的进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教程：Power BI 中的 KPI。



TIPTIP

地地图图：基本地：基本地图图

TIPTIP

地地图图：：ArcGIS ArcGIS 地地图图

地地图图：着色地：着色地图图（地区分布（地区分布图图））

强调一系列值的整体形状，通常以时间的推移来显示。

用于将分类和定量信息与空间位置相关联。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视觉对象的提示和技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教程：Power BI 中的 ArcGIS 地图。



TIPTIP

矩形矩形图图

饼图饼图

散点散点图图和气泡和气泡图图

TIPTIP

切片器切片器

颜色越深表示值越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Filled Map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着色地图）。

显示两个（散点）或三个（气泡）量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 是否存在关系，按什么顺序等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Scatter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散点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Slicer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切片器）。



独立独立图图像像

表格表格

TIPTIP

树树状状图图

TIPTIP

瀑布瀑布图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dd an image widget to a dashboard（将图像小组件添加到仪表板）。

适用于多种类别项目之间的定量比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Power BI 中的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Treemap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树状图）。

包含带颜色的矩形的图，用矩形大小表示值。 具有层次结构，主矩形内可以嵌套矩形。



TIPTIP

告知问答要使用哪个可视化效果

后续步骤

瀑布图显示随着值的增加或减少的不断变化的总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utorial Waterfall Charts in Power BI（教程：Power BI 中的瀑布图）。

使用 Power BI 问答键入自然语言查询时，可以在查询中指定可视化效果类型。 例如：

“以以树树状状图图表示的每个州的表示的每个州的销销售售额额”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sqlbi.com 中正确的视觉对象引用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www.sqlbi.com/wp-content/uploads/videotrainings/dashboarddesign/visuals-reference-may2017-A3.pdf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语言建模和语言架构
2018/7/17 • • Edit Online

语言架构的本质

先决条件

设设置置  YAML  YAML 文件的文件的编辑编辑器器

使用常用短语和自然语言来查询数据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在用数据回答问题时，该项功能更为强大，而这就是
Power BI“问答”功能的作用。 向 Power BI“问答”功能提问时，它会尽力给出正确答案。

但为了让“问答”功能更好地交互，可采用一些方式改进答案——一种方式就是编辑语言架构。

一切都从企业数据开始。 数据模型越好，用户就越容易得到高质量的答案。改进模型的一种方法是添加语言架构，
该架构对数据集中表名和列名的术语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和分类。 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管理语言架
构。

语言架构描述了对数据集中的对象而言，“问答”功能应当理解的术语和短语，包括与该数据集相关的词性、同义词和
短语。 导入或连接到数据集时，Power BI 将根据数据集的结构创建语言架构。 向“问答”功能提问时，它会在数据中
查找匹配项和关系，以了解问题的意图。 例如，它查找名词、动词、形容词、短语和其他元素。 还将查找关系，例如
哪些列是动词的对象。

你可能熟悉词性（若不熟悉，请见下文），但可能对短语陌生。 短语就是你谈论事物相互关系的方式。 例如，要描述顾
客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顾客购买产品”。 要描述顾客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年龄表明顾客的年龄”。 要描
述顾客和电话号码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顾客的电话号码”。

这些短语形状和大小不一。 有些与数据模型中的关系直接对应。 有些将列与其包含的表关联起来。 另一些则将复杂
关系中的多个表和列关联在一起。 上述所有示例中，它们都是用日常术语描述事物之间的关系。

以 YAML 格式保存语言架构。 此格式与很常用的 JSON 格式相关，但提供的语法更灵活、更易读取。 可编辑语言架
构，还可将其导出和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如果尚未阅读有关如何改进“问答”功能的数据模型的文章，可能需要先读文章。 文中有很多介绍如何设计和
改进数据模型的提示，还有重要的一节来讲解如何添加同义词。

“问答”功能涉及到两方面。 首先是准备（或称为“建模”）。 其次是提问和浏览数据（或称为“使用”）。在一些公
司，被称为数据建模人员或 IT 管理员的员工可能负责组装数据集、创建数据模型和将数据集发布到 Power
BI。 而第二组员工可能是联机“使用”数据的员工。 在其他公司，这些角色可能混在一起。

本主题针对数据建模人员。 即获取数据集并对其进行优化以提供最佳问答结果的人员。

.yaml 和 .pbix 文件示例

YAML 文件编辑器，建议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建议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来编辑语言架构 YAML 文件。 Visual Studio Code 包含对 YAML 文件的现成可用支
持，还可进行扩展，以专门验证 Power BI 语言架构格式。

1. 安装 Visual Studio Code。

2. 选择先前保存的示例语言架构：YAML 文件 (SummerOlympics.lsdl.yaml)。

3. 选择 Visual Studio Code 且始终使用此应用打开 .yaml 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q-and-a-linguistic-schema.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71858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71858


使用语言架构

4.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安装 out-of-the-box YAML 支持扩展程序。
a. 选择“扩展”选项卡（左侧最后一个）或按 Ctrl+Shift+X。

 
b. 搜索“yaml”并在列表中选择“Red Hat YAML 支持”。
c. 依次选择“安装”和“重新加载”。

可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关系视图中编辑、导入和导出语言架构。 编辑语言架构的一种方法是将同义词添加到“同
义词”窗格。 此操作无需打开 YAML 文件。



编辑语言架构

NOTENOTE

编辑语言架构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导出并编辑 YAML 文件。 编辑语言架构 YAML 文件时，将表中的列标记为不同的
语法元素，并对同事可能用于阐述问题的单词进行定义。 例如，可指定作为动词主语和宾语的列，并添加同事可用
来引用模型中的表、列和度量值的备选单词。

编辑语言架构之前，必须从桌面版将其打开（导出）。 将 YAML 文件保存回同一位置时被视为导入操作。 但也可导入
其他 YAML 文件。 例如，如果你有类似的数据集，并已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添加词性、识别关系、创建短语和创建同义
词。

“问答”功能使用所有这些信息以及你提供的所有强化信息，来提供更好的答案、自动完成和问题汇总。

首次从桌面版导出语言架构时，文件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内容将由问答引擎自动生成。 使用“状态: 已生成”标记来指定
所生成的实体、单词（同义词）、关系和短语，同时将其包含在文件中（主要供参考，但可在自行更改时以此为起点）。

在本教程中包含的示例 YAML 文件中，没有“状态: 已生成”或“状态: 已删除”标记，因为它是专为本教程准备的。 要查看这些标
记，请在关系视图中打开未编辑的 .pbix 文件并导出语言架构。



向向语语言架构添加短言架构添加短语语

短语来自何处？

将语言架构文件重新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时，实际上会忽略标记为“状态: 已生成”的所有内容（稍后重新生成），
因此如果要更改某些已生成的内容，请确保同时删除相应的“状态: 已生成”标记。 同样，如果要删除某些生成的内
容，需要将“状态: 已生成”标记更改为“状态: 已删除”，以便在导入语言架构文件时不会重新生成该标记。

1. 在 Power BI Desktop 关系视图中打开数据集。

2. 选择“建模”选项卡，然后选择“导出语言架构”。

3. 选择 Visual Code（或其他编辑器）。

4. 进行编辑并保存 YAML 文件。

5. 在桌面版上，依次选择“关系视图”、“建模”选项卡、“语言架构”和“导入语言架构”。

6. 导航到保存已编辑的 YAML 文件的位置并选中它。 显示成功消息即表示已成功导入语言架构 YAML 文件。

短语就是你谈论事物相互关系的方式。 例如，要描述顾客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顾客购买产品”。 要描述顾客
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年龄表明顾客的年龄”。 要描述运动员和奖牌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运动员赢得奖
牌”。

这些短语形状和大小不一。 有些与语义模型中的关系直接对应。 有些将列与其包含的表关联起来。 另一些则将复杂
关系中的多个表和列关联在一起。 上述所有示例中，它们都是用日常术语描述事物之间的关系。

系统会基于模型的结构自动向语言架构中添加一些简单的短语，并基于列名添加所推测的一些词语。 例如：



为何要添加短语？

有哪些类型的短语？

属性短语

大多数列将通过简单短语（如“产品带说明”）与其包含的表格相关联。
模型关系导致关系有两个方向的默认短语，如“订单有产品”和“产品有订单”。
某些模型关系可根据列名获得更复杂的默认短语，如“将订单发往城市”。

但是，用户可通过很多方式来谈论“问答”功能无法推测的事情。 对于这些用户，可能需要手动添加短语。

添加短语的第一个原因是定义新术语。 例如，如果想要求“列出最老的顾客”，则必须先告知问答你所说的“老”是什么
意思。 为此，可添加一个短语，如“年龄表明顾客的年龄”。

添加短语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消除歧义。 基本关键字搜索仅在单词具有多个含义时才进行。 例如，“飞往芝加哥的
航班”的意思与“从芝加哥起飞的航班”完全不同，但问答功能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除非加上“航班从出发城市起
飞”和“航班飞往抵达城市”这两个短语。 同样，只有加上“顾客从员工那里买的车”和“员工卖给顾客的车”这两个短语
后才能理解“何石卖给柏隼的车”和“何石从柏隼那买的车”之间的区别。

添加短语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改进重述。 如果问答说出“展示顾客和其购买的产品”或“展示顾客和其审查过的产
品”，而不是回答你“展示顾客和其产品”，意思会更清楚，这取决于它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添加自定义短语可使
重述更浅显易懂。

要理解不同类型的短语，首先需要记住几个非常基本的语法术语：

名词是一个人、地点或物品。

动词是一种行为或执行状态。

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描述性词语。

介词用在名词前面，用来将其与前面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进行关联

属性是某种东西的质量或特征。

名称是一个单词或词组，用来描述或指代某人、动物、地点或物品。

示例：汽车、少年、孔西明、通量电容器

示例：孵化、爆发、吞噬、喷射

示例：强大的、神奇的、金色的、偷来的

示例：属于、为了、靠近、从

“问答”功能主要使用属性短语，使用情景是当一种事物充当另一种事物的属性时。 这类短语简单直接，在尚未定义
更细化、更详细的短语时，承担了大部分的任务。 属性短语使用基本动词“具有”进行描述（“产品具有类别”和“主办国
家/地区具有主办城市”），还可使用介词“属于”和“为了”（“产品的类别”、“产品的订单”）及所有格（“何石的订单”）自动
提问。 属性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哪些客户下了订单？

按国家/地区升序列出主办城市
显示包含茶的订单

列出有订单的客户

每种产品属于什么类别？

计算翁捷生的订单

将基于包含内容和模型关系的表格/列自动生成模型中所需的绝大多数属性短语，因此通常无需创建它们。 以下示
例展示属性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



product_has_category:
  Binding: {Table: Products}
  Phrasings:
  - Attribute: {Subject: product, Object: product.category}

名称短语

employee_has_name:
  Binding: {Table: Employees}
  Phrasings:
  - Name:
      Subject: employee
      Name: employee.name

形容词短语

Binding: {Table: Products}
  Conditions:
  - Target: product.discontinued
    Operator: Equals
    Value: true
  Phrasings:
  - Adjective:
      Subject: product
      Adjectives: [discontinued]

如果数据模型有一个包含命名对象的表（如运动员姓名和客户姓名），则名称短语很有用。 例如，必须使用“产品名称
是产品的名称”短语，才可在问题中使用产品名称。 虽然名称短语也可将“命名”用作动词（例如“列出名为何石的客
户”），但与其他短语结合使用时，最重要的是让用户能通过名称值引用特定的表行。 例如，在“买茶的顾客”中，问答
可以指出值“茶”是指产品表的整个行，而不仅仅是“产品名称”列中的值。 名称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哪些员工叫翁捷生

谁是尹锋

贾勇的体育运动

名为柏隼的运动员人数

翁捷生买了些什么？

假设对模型中的名称列使用了合理的命名约定（例如，“Name”或“ProductName”而不是“PrdNm”），则模型中所需的
大多数名称短语将自动生成，因此通常无需创建它们。

以下示例展示名称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的显示：

形容词短语定义用于描述模型中的事物的新形容词。 例如，需要使用“满意的顾客就是那些评级大于 6 的顾客”短语
来提出“列出 Des Moines 的满意的顾客”等问题。 形容词短语有几种形式，用于不同的情况。

简单的形容词短语根据条件定义一个新的形容词，例如“已停产产品的状态为 D”。 简单的形容词短语用于以下问
题：

哪些产品已停产？

列出已停产的产品

列出金牌得主

延期交货的产品

以下示例展示简单的形容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product_is_discontinued:



Binding: {Table: Rivers}
 Phrasings:
 - Adjective:
     Subject: river
     Adjectives: [long]
     Antonyms: [short]
     Measurement: river.length

Binding: {Table: Products}
  Phrasings:
  - DynamicAdjective:
      Subject: product
      Adjective: product.color

名词短语

度量形容词短语根据表示形容词适用范围的数值定义新的形容词，例如“长度表示河流有多长”、“小国家/地区的土
地面积小”。 度量形容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列出长的河流

哪条河最长？

列出赢得篮球金牌的最小国家/地区
格兰得河有多长？

以下示例展示度量形容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river_has_length:

动态形容词短语根据模型中某列的值定义一组新的形容词，例如“描述产品的颜色”和“具有事物性别的事件”。 动态
形容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列出红色的产品

哪些产品是绿色的？

展示女子滑冰项目

尚未解决的计数问题

以下示例展示动态形容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product_has_color :

名词短语定义描述模型中事物子集的新名词。 它们通常包括某种类型的模型特定度量或条件。 例如，对于奥运会模
型，我们可能希望添加一些短语来区分冠军与奖牌得主、球类运动与水上运动、团队与个人、运动员的年龄类别（青

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等。对于电影数据库，我们可能需要添加名词短语来表示“烂片是净利润小于 0 的电影”，以便
我们可以提出诸如“按年份统计烂片数”的问题。 名词短语有两种形式，用于不同的情况。

简单名词短语根据条件定义一个新名词，例如“承包商不是全职员工”和“冠军是奖牌数大于 5 的运动员”。 简单名词
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哪些员工是承包商？

计算波特兰的承包商人数

2016 年有多少冠军

以下示例展示简单的名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employee_is_contractor :



Binding: {Table: Employees}
  Conditions:
  - Target: employee.full_time
    Operator: Equals
    Value: false
  Phrasings:
  - Noun:
      Subject: employee
      Nouns: [contractor]

Binding: {Table: Employees}
 Phrasings:
 - DynamicNoun:
     Subject: employee
     Noun: employee.job

介词短语

Binding: {Table: Customers}
 Phrasings:
 - Preposition:
     Subject: customer
     Prepositions: [in]
     Object: customer.city

动词短语

动态名词短语根据模型中列中的值定义一组新名词，例如“作业定义员工的子集”。 动态名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列出芝加哥的收银员

哪些员工是咖啡师？

列出 1992 年的裁判员名单

以下示例展示动态名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employee_has_job:

介词短语用来描述模型中的事物是如何通过介词联系起来的。 例如，“城市属于国家”这个短语可以提高对“统计华盛
顿的城市”等问题的理解。 当列为地理实体时，会自动创建某些介词短语。 介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计算位于纽约的客户数量

列出有关语言学的书籍

贾勇在哪个城市？

Stephen Pinker 写了多少本书？

以下示例展示介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customers_are_in_cities:

动词短语用来描述模型中的事物是如何通过动词联系起来的。 例如，“顾客购买产品”短语提高了对“谁买了奶酪？”
和“何石买了什么？”等问题的理解 动词短语是所有类型短语中最灵活的，通常是将两个以上的事物相互关联起来，
例如“员工向顾客销售产品”。 动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谁把哪样产品卖给了谁？

哪个员工把茶卖给了何石？

柏隼将茶卖给了多少顾客？

列出柏隼卖给何石的产品。

波士顿员工将哪些停产产品卖给了芝加哥顾客？



Binding: {Table: Orders}
  Phrasings:
  - Verb:
      Subject: customer
      Verbs: [buy, purchase]
      Object: product
      PrepositionalPhrases:
      - Prepositions: [from]
        Object: salesperson

与多个短语的关系

Binding: {Table: Customers}
Phrasings:
  - Attribute: {Subject: customer, Object: customer.name}
  - Name:
      Subject: customer
      Object: customer.name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动词短语也可以包含介词短语，从而增加了灵活性，例如“运动员在比赛中赢得奖牌”或“顾客获得产品退款”。 带有介
词短语的动词短语用于以下问题：

有多少运动员在维萨锦标赛中获得金牌？

哪些客户获得了奶酪退款？

Danell Leyva 在哪场比赛中获得铜牌？

当列包含动词和介词时，会自动创建某些动词短语。

以下示例展示动词短语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customers_buy_products_from_salespeople:

通常情况下，可以用多种方式描述一种关系。 此情况下，一种关系可以有多种表述。 表实体和列实体之间的关系通
常同时具有属性短语和其他短语。 例如，在客户和客户姓名之间的关系中，需要属性短语（例如“客户有姓名”）和姓
名短语（例如“客户姓名是客户的名字”），这样就可以问这两种类型的问题。

以下示例展示具有两个短语的关系如何在语言架构中显示：customer_has_name:

再比如，在“顾客从员工那里购买产品”关系中添加“员工向顾客出售产品”的备选短语。 请注意，无需添加“员工将产
品销售给顾客”或“由员工向顾客销售产品”等变体，因为问答功能自动推断主体和间接对象的“由”和“给”变体。

如果对不符合语言架构格式的 .lsdl.yaml 文件进行了更改，现在会显示与下面类似的验证波浪线来指出问题：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应如何在 Power BI 中开展协作并进行共享？
2018/8/14 • • Edit Online

在应用工作区中与同事协作

你已创建仪表板和报表。 可能也会和同事协作处理它们。 这样就需要其他人有权限访问它们。 分发的最好方式
是什么？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比 Power BI 中这些用于协作和共享选项：

在应用工作区中与同事进行协作，创建有价值的报表和仪表板。

将这些仪表板和报表打包为应用，并将其发布到到更大的组或整个组织。

在服务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与几位用户共享仪表板或报表。

打印报告。

发布到公共网站，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查看并与之交互。

无论选择了哪个选项，要共享仪表板，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该内容需要位于高级容量中。 许可证
要求因查看仪表板的同事而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选项。 以下各节将进行详细说明。

Power BI 服务中的应用

当团队协同工作时，他们需要访问相同的文档，以便快速协作。 Power BI 中的应用工作区提供了一个位置，供团
队一同在其中共享重要仪表板、报表、数据集以及工作簿的所有权和管理。 Power BI 用户组有时根据组织结构
组织其工作区，而在其他时候为特定项目创建工作区。 仍有一些组织使用多个工作区来存储所用报表或仪表板
的不同版本。

应用工作区提供的角色可确定同事拥有的权限。 可使用这些角色来确定可以管理整个工作区或只可向其中提供
内容的人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how-to-collaborate-distribute-dashboards-reports.md


通过创建应用分发数据和见解

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某些用户自然而然地将内容放在“我的工作区”中，并与外部共享。应用工作区比“我的工作区”更适于协作，因为
前者提供内容的共同所有权。 用户和整个团队可以轻松进行更新或为其他人授予访问权限。 “我的工作区”最适
合个人用于一次性或个人内容。

假设需要与同事共享已完成的仪表板。 为他们提供仪表板访问权限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果特定同事需要拥有仪表板并使其保持最新，或需要访问应用工作区中的所有内容，则最好将其添加到工作

区。 如果同事只需要查看该仪表板而不是工作区中的所有内容，则可以再次从一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 如果
仪表板是需要分发给许多同事的众多内容的一部分，那么发布应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同事只需要
一个仪表板，那么共享仪表板可能是最佳方法。

详细了解如何创建应用工作区。

你知道你知道吗吗？？  Power BI 正在提供新工作区体验预览。 阅读创建新工作区（预览），查看工作区将来如何更改。

假设你想要将仪表板分发给广泛的受众。 你和同事创建了一个应用工作区，然后在此应用工作区中创建并优化
了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现在选择所需的仪表板和报表，并将其作为应用发布 - 发布到组或整个组织。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轻松找到应用并进行安装。 可以向业务用户发送应用的直接链
接，或者他们可以在 AppSource 中搜索此应用。 如果 Power BI 管理员已授予你权限，则可以将应用自动安装到
同事的 Power BI 帐户中。 阅读有关发布应用的详细信息。

安装应用后，他们可以在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中查看应用。

对于查看你的应用的用户，他们同样需要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应用需要存储在 Power BI 高级容量
中。 请阅读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了解详细信息。

也可以将应用发布给组织外部的人员。 他们可以查看应用内容并与之交互，但无法与他人共享。

https://powerbi.com


从 Power BI 移动应用添加批注并共享

假设已在自己的“我的工作区”或应用工作区中完成仪表板和报表，并且希望某些其他人有权访问它。 一种用于
访问的方法是共享它。

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能共享内容，你与之共享的人员也需要许可证才能共享，或者该内容需要位于高级
容量中的工作区内。 共享仪表板或报表时，收件人可以查看仪表板并与其交互，但无法对其进行编辑。 除非将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应用到基础数据集，否则他们会看到你在仪表板和报表中看到的相同数据。 如果你允许，
与之共享的同事可以与其他同事共享。

也可以与组织外的用户共享。 他们可以查看仪表板或报表并与之交互，但无法进行共享。

有关从 Power BI 服务共享仪表板和报表的详细信息。 此外，还可以向链接添加筛选器并共享报表的筛选视图。

在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可以为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添加批注，并通过电子邮
件与任何人共享。

在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快照时，收件人看到的与你发送邮件时的内容完全一致。 邮件还包含仪表板或报
表的链接。 如果他们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该内容位于高级容量中，并且你已与他们共享对象，则他们
可以打开此对象。 可以向任何人（不仅仅是同一电子邮件域的同事）发送磁贴的快照。

有关从 iOS 和 Android 移动应用添加注释并共享磁贴、报表和视觉对象的详细信息。

还可以通过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共享磁贴快照。



打印或另存为 PDF 或其他静态文件

发布到 Web

WARNINGWARNING

后续步骤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印整个仪表板、仪表板磁贴、报表页或可视化效果，或将其另存为 PDF（或其他静态文
件格式）。 一次只能打印一页报表，而不能一次打印整个报表。 有关打印或另存为静态文件的详细信息。

使用“发布到 Web”只用于公开共享内容，而不用于内部共享。

可以通过在任意设备上将交互式视觉对象嵌入到博客文章、网站、社交媒体以及其他联机交流媒介，将 Power
BI 报表发布到整个 Internet。 Internet 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你的报表，并且你无法控制谁可以查看已发布的内
容。 他们不需要 Power BI 许可证。 只能将可以编辑的报表发布到 Web。 如果是与你共享的报表或者报表位于
应用内部，则无法将其发布到 Web。 有关发布到 Web 的详细信息。

与同事和他人共享仪表板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发布应用
想提供反馈？ 请转到 Power BI 社区站点提出你的建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与同事和其他人共享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2018/8/14 • • Edit Online

视频：共享仪表板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tUwn8DHo3s?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共享仪表板或报表

共享是一种使多人能够访问你的仪表板和报表的有效方式。 Power BI 还提供了其他多种开展协作和分发仪
表板及报表的方式。

要进行共享，无论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共享内容，你都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你的收件人也
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内容需要位于高级容量中。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的大多数位置共享仪表板和报表：收藏夹、最近浏览、与我共享（如果所有者允
许）、我的工作区或其他工作区。 共享仪表板或报表时，你与之共享的人员可查看并与其交互，但不能编辑
它。 除非应用行级别安全性 (RLS)，否则他们会看到你在仪表板或报表中看到的相同数据。 如果你允许，与
之共享的同事还可以与其他同事共享。 组织外的人员也可以查看仪表板或报表并与之交互，但不能共享它。

你也可以在任何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共享仪表板。 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而非
Power BI Desktop）共享仪表板。

观看 Amanda 在她的公司内部和外部与同事共享她的仪表板。 然后按照视频下面的分步说明来自己尝试一
下。

1. 在仪表板或报表列，或在打开的仪表板或报表中，选择“共享” 。

2. 在顶部框中，输入个人、通讯组或安全组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不能与动态通讯组列表共享。

你可以与地址在组织外部的人员进行共享，但会看到一条警告。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hare-dashboard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tUwn8DHo3s?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3. 如果需要，请添加一条消息。 可选。

4. 若要允许同事与他人共享你的内容，请勾选“允许收件人共享仪表板/报表”。

允许他人共享称为重新共享。 如果你允许，他们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和移动应用重新共享，或将电
子邮件邀请转发给组织中的其他人。 该邀请将在一个月后过期。 你的组织外的用户无法重新共享。
作为内容的所有者，你可以关闭重新共享，或者逐个撤消重新共享。 请参阅下面的停止共享或阻止他
人共享。

5. 选择共享共享。

Power BI 将带有指向共享内容链接的电子邮件邀请发送给个人（而非组）。 你会看到成功通知。

当组织中的收件人单击该链接时，Power BI 会将仪表板或报表添加到他们的“与我共享”列表页中。
他们可以选择你的名字来查看你与之共享的所有内容。



  

谁有权访问你共享的仪表板或报表？

停止共享或阻止他人共享

如果尚未如果尚未发发送共享邀送共享邀请请

如果已共享如果已共享仪仪表板或表板或报报表表

当组织外部的收件人单击该链接时，他们会看到仪表板或报表，但不是在常用的 Power BI 门户中。
请参阅下面的与组织外的人员共享获取详细信息。

有时，需要查看与之共享的人员，并了解他们的共享对象。

1. 在仪表板或报表列表，或者在仪表板或报表本身中，选择“共享” 。

2. 在“共享仪表板/报表”对话框中，选择“访问权限”。

组织外的人员都将作为来来宾宾列出。

只有仪表板或报表所有者可以打开和关闭重新共享。

请在发送之前，取消选中邀请底部的“允许收件人共享仪表板/报表”复选框。

1. 在仪表板或报表列或仪表板或报表中，选择“共享” 。



2. 在“共享仪表板/报表”对话框中，选择“访问权限”。

3. 选择“阅读并重新共享”旁边的省略号 (...) 并选择：

阅读以防止该用户与其他人进行共享。

删除访问权限以防止该用户查看共享内容。

4. 在“移除访问权限”对话框中，决定是否要同时删除对相关内容（例如报告和数据集）的访问权限。 如果
删除带有警告图标 的项目，则最好删除相关内容，因为它将无法正常显示。



与组织外部的人员共享仪表板或报表

限制和注意事项

与组织外的人员共享时，他们会收到带有指向共享仪表板或报表的链接的电子邮件，而且他们必须登录

Power BI 才能查看仪表板或报表。 如果他们没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则可以在单击链接后注册一个许可
证。

登录后，就可以在浏览器窗口（而不是常用的 Power BI 门户）中看到没有左侧导航窗格的共享仪表板或报
表。 他们需要将该链接保存为书签以便将来访问此仪表板或报表。

组织外的用户不能编辑此仪表板或报表内的任何内容。 他们可以与图表进行交互并更改报表中的筛选器或
切片器，但不能保存更改。

只有你的直接收件人才能看到共享仪表板或报表。 例如，如果发送电子邮件至 Vicki@contoso.com，只有
Vicki 才能看到仪表板。 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该仪表板，即使他们有链接；并且 Vicki 必须使用相同的电子邮
件地址来访问该仪表板。 如果她使用任何其他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册，她也将无权访问该仪表板。

如果角色级或行级安全性是通过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实现的，组织外的人员将完全无法查看任
何数据。

如果从 Power BI 移动应用向组织外部人员发送链接，外部人员单击链接后会在浏览器（而不是 Power BI 移
动应用）中打开仪表板。

共享仪表板和报表的注意事项：

通常，你和同事将在仪表板或报表中会看到相同的数据。 因此，如果你有权限比他们查看更多的数据，他
们将能够在仪表板或报表中看到你的所有数据。 但是，如果行级别安全性 (RLS) 应用于仪表板或报表下
面的数据集，则每个人的凭据将用于确定他们可以访问哪些数据。

与之共享的每个人都可以查看仪表板，并在阅读视图中与相关报表交互。 他们不能创建报表或将更改保



故障排除共享

我的我的仪仪表板收件人在磁表板收件人在磁贴贴或或““所需的所需的权权限限””消息中看到一个消息中看到一个锁图标锁图标

我无法共享我无法共享仪仪表板或表板或报报表表

后续步骤

存到现有报表。

没有人可以查看或下载数据集。

每个人都可以手动刷新数据。

如果使用 Office 365 收发电子邮件，可以通过输入与通讯组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与通讯组成员进行共
享。

电子邮件域与你相同的同事，以及域不同但在相同租户中注册的同事可以与他人共享仪表板。 例如，假
设域 contoso.com 和 contoso2.com 是在同一租户中注册的。 如果你的电子邮件地址为
konrads@contoso.com，则 ravali@contoso.com 和 gustav@contoso2.com 均可以共享（只要你向它们授
予了共享权限）。

如果你的同事已经有权访问特定仪表板或报表，则当你在仪表板或报表上时，可以通过复制 URL 发送直
接链接。 例如： https://powerbi.com/dashboards/g12466b5-a452-4e55-8634-xxxxxxxxxxxx

同样，如果你的同事已经有权访问特定仪表板，你可以将直接链接发送到基础报表。

与其共享的人员尝试查看报表时，可能会在仪表板中看到锁定的磁贴或“需要权限”消息。

如果是这样，则需要向他们授予对基础数据集的权限。 下面介绍如何操作。

1. 转到内容列表中的“数据集”选项卡。

2. 选择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 (...) >“管理权限”。

3. 选择“添加用户”。

4. 输入个人、通讯组或安全组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不能与动态通讯组列表共享。

5. 选择添加添加。

要共享仪表板或报表，你需要具有重新共享基础内容（任何相关的报表和数据集）的权限。 如果你看到一条
消息，指示无法共享，请要求报表作者给予你重新共享这些报表和数据集的权限。

想提供反馈？ 请转到 Power BI 社区站点提出你的建议。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进行共享？

共享筛选的 Power BI 报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与同事一起在 Power BI 中创建工作区
2018/8/14 • • Edit Online

视频：应用和应用工作区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y5pyrr7Lk8?showinfo=0

基于 Office 365 组创建应用工作区

可在 Power BI 中创建工作区，可与同事在工作区中协作，创建和优化仪表板和报表集合。 然后可将这些内容捆绑
到应用，并可将该应用分发到整个组织或特定人员或组。

创建工作区时，将创建关联的基础 Office 365 组。 所有工作区管理操作都在 Office 365 中进行。 可以以成员或管
理员身份将同事添加到这些工作区。 在工作区中，所有人可协作处理计划向更广大受众发布的仪表板、报表和其
他文章。 添加到应用工作区中的每个人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你知道你知道吗吗？？  Power BI 正在提供新工作区体验预览。 阅读创建新工作区（预览），查看工作区将来如何更改。

创建应用工作区时，即会创建 Office 365 组。

1. 首先，创建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 “创建应用工作区”。

这里将放置你和你的同事协作处理的内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workspace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y5pyrr7Lk8?showinfo=0


2. 为工作区命名。 如果对应的“工作区 ID”不可用，则进行编辑以给定一个唯一的 ID。

这也是应用的名称。

3. 需要设置几个选项。 如果你选择“公开”，则组织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工作区内容。 而如果选择“专用”，则
意味着只有工作区的成员可以查看其内容。

创建组后，将不能更改公共/私有设置。

4. 还可以选择成员是可以“编辑”还是具有“仅查看”访问权限。

仅向应用工作区添加用户，以便他们能够编辑内容。 如果他/她只是要查看内容，请勿将其添加到工作区。
可以在发布应用时对其进行添加。

5. 添加你要允许其访问工作区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添加”。 无法添加组别名，只能添加单个用户
别名。

6. 确定每个人员的身份是成员还是管理员。

管理员可以编辑工作区本身，包括添加其他成员。 成员可以编辑工作区中的内容，除非他们只具有“仅查
看”访问权限。 管理员和成员均可以发布应用。

7. 选择保存保存。

Power BI 创建工作区并将其打开。 它显示在你作为成员的工作区的列表中。 作为管理员，你可以选择省略号(…)
返回并进行更改，添加新成员或更改其权限。



    将将图图像添加到像添加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应应用工作区（可用工作区（可选选））

首次创建工作区时，可能需要等待一小时左右，让工作区传播到 Office 365。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会为应用创建一个带有应用首字母的彩色小圆圈。 但你可能会想要使用图像对其进行自定
义。 若要添加映像，需要 Exchange Online 许可证。

1. 选择“工作区”，然后选择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选择“成员”。

工作区的 Office 365 Outlook 帐户将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2. 将鼠标悬停在左上方的彩色圆圈上时，它将变为铅笔图标。 请选择它。

3. 再次选择铅笔图标，然后找到你要使用的图像。



4. 选择“保存”。

图像会替换 Office 365 Outlook 窗口中的彩色圆圈。

几分钟后，它将在 Power BI 中的应用中显示。



将内容添加到应用工作区

在在应应用工作区中用工作区中连连接到第三方服接到第三方服务务

分发应用

Power BI 应用常见问题
应应用与用与组织组织内容包有什么不同？内容包有什么不同？

后续步骤

创建应用工作区后，便可向其中添加内容。 添加内容的操作类似于将内容添加到“我的工作区”，只不过工作区中的
其他人员也可以查看并使用它。 一个明显区别是，在操作完成后，可以将内容作为应用发布。 在应用工作区内容
列表中查看内容时，应用工作区名称列为所有者。

为 Power BI 支持的所有第三方服务都提供了应用，使用户可以轻松从所用服务（如 Microsoft Dynamics CRM、
Salesforce 或 Google Analytics）获取数据。 可以发布组织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所需数据。

在当前工作区中，也可以使用组织内容包和 Microsoft Dynamics CRM、Salesforce 或 Google Analytics 等第三方
内容包进行连接。 请考虑将组织内容包迁移到应用。

内容准备好后，选择想要发布的仪表板和报表，然后将其作为应用发布。 你的同事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获取
你的应用。 如果 Power BI 管理员已授予权限，则可以将这些应用自动安装到同事的 Power BI 帐户中。 另外，他们
可以从 Microsoft AppSource 查找并安装这些应用，或者你可向他们发送一个直接链接。 他们将自动获得更新，你
可以控制数据刷新的频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应用由组织内容包演变而来。 如果你已具有组织内容包，它们将继续与应用并行工作。 应用和内容包有几个主要
区别。

业务用户在安装内容包后，它将失去其分组的标识：它只是穿插了其他仪表板和报表的仪表板和报表列表。 另
一方面，应用即使在安装后也会维护其分组和标识。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用户能够继续轻松地导航到
应用。

你可以从任何工作区创建多个内容包，但应用与其工作区具备一对一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计划弃用组织内容包，因此，我们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构建应用。

通过新工作区体验预览，我们迈出了弃用组织内容包的第一步。 无法在预览工作区中使用或创建它们。

请参阅新应用工作区与现有应用工作区有何不同？来比较当前应用工作区和新应用工作区。

在 Power BI 中安装并使用应用
适用于外部服务的 Power BI 应用

创建新工作区（预览）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创建新工作区（预览）
2018/8/14 • • Edit Online

后文有关当前限制的说明。 我们正在重新设计新工作区的某些功能。 有关预览中预计永久保留的更改的说明，请参
阅后文中的 <节链接>。

推出新的应用工作区

创建一个新的应用工作区

Power BI 以预览的形式引入了新工作区体验。 工作区仍是与同事协作创建仪表板和报表集合的地方，可将其捆
绑到应用并分发到整个组织或者特定人员或组。

使用新的工作区预览，可以：

将工作区角色分配给用户组：安全组、通讯组列表、Office 365 组和个人。
在 Power BI 中创建工作区，而无需创建 Office 365 组。
使用更精细的工作区角色在工作区中实现更灵活的权限管理。

创建一个新工作区时，无需创建关联的基础 Office 365 组。 所有工作区管理操作都在 Power BI 中进行，而不是
在 Office 365 中。 仍可将 Office 365 组添加到工作区，继续通过 Office 365 组管理用户对内容的访问。 不过，
还可在 Power BI 中使用安全组、通讯组列表以及直接添加个人，以灵活的方式来管理工作区访问

可将用户组或个人作为成员、参与者或管理员添加到新工作区中。 用户组中的每个人都会获得定义的角色。 如
果某个人是多个用户组的成员，则其获得角色提供的最高级别的权限。 有关不同角色的说明，请参阅后文的新
工作区中的角色。

添加到应用工作区中的每个人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在工作区中，这些用户全都可协作处理计划向更广
泛的受众甚至整个组织发布的仪表板和报表。 如果要将内容分发给组织内的其他人，可将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分配给这些用户，或将工作区置于 Power BI 高级容量中。 由于这是一项预览功能，因此应注意一些限制。 请参
阅

在预览期间，新旧工作区可以共存，可以创建其中任意一个。 新工作区预览结束且正式发布时，旧工作区仍可存
在一段时间。 用户将无法创建它们，并且需要准备将工作区迁移到新的工作区基础结构。 别担心，有几个月的
时间可用来完成迁移。

1. 首先，创建应用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 “创建应用工作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the-new-workspaces.md


2. 在“预览改进的工作区”，选择“立即试用”。

3. 为工作区命名。 如果命名不可用，则对其进行编辑以给定一个唯一的 ID。

应用将与工作区同名。

4. 如果需要，可添加图像。 文件大小必须小于 45 KB。



5. 选择保存保存。

下面是新工作区的“欢迎”屏幕，可在其中添加数据。

6. 例如，选择“示例” > “客户盈利率示例”。

现在，在工作区内容列表中，可看到“新工作区预览”。 管理员还可看到新操作“访问”。



将内容添加到应用工作区

7. 选择“访问”。

8. 将安全组、通讯组列表、Office 365 组或个人作为成员、参与者或管理员添加到这些工作区中。 有关不同
角色的说明，请参阅后文的新工作区中的角色。

9. 选择“添加” > “关闭”。

10. Power BI 创建工作区并将其打开。 它显示在你作为成员的工作区的列表中。 管理员可以选择省略号
(…)，返回并更改工作区设置（添加新成员或更改其权限）。

创建新样式的应用工作区后，便可向其中添加内容。 在新旧样式的工作区中添加内容的过程类似，但有一个例
外。 在任一应用工作区中，都可以上传文件或连接到文件，这类似于在“我的工作区”中所执行的操作。 在新工作
区中，无法连接到组织内容包或第三方内容包（如 Microsoft Dynamics CRM、Salesforce 或 Google Analytics）。
在当前工作区中，可以连接到内容包。

在应用工作区内容列表中查看内容时，应用工作区名称列为所有者。



    

在新工作区中在新工作区中连连接到第三方服接到第三方服务务（（预览预览））

新工作区中的角色

分发应用

将旧应用工作区转换为新应用工作区

在新工作区体验中，我们正在做出改变以专注于应用。 适用于第三方服务的应用可让用户轻松从所用服务（如
Microsoft Dynamics CRM、Salesforce 或 Google Analytics）中获取数据。 组织应用为用户提供所需内部数据。
我们计划为组织应用添加相关功能，以便用户可以自定义他们在应用中找到的内容。 这样就无需内容包。

使用新工作区预览，无法创建或使用组织内容包。 但可以使用为连接到第三方服务提供的应用，或要求内部团
队为当前正在使用的任何内容包提供应用。

借助角色，可管理哪些人员可在工作区中执行哪些操作，以便实现团队协作。 新的工作区支持向个人和用户组
（安全组、Office 365 组和通讯组列表）分配角色。

向用户组分配角色，组中的个人有权访问内容。 如果嵌套用户组，则包含的所有用户都具有权限。 如果用户属
于具有不同角色的多个用户组，则其获得被授予的最高级别的权限。

新工作区提供三种角色：管理员、成员和参与者。

管理管理员员可以：可以：

更新和删除工作区。

添加/删除人员，包括其他管理员。
执行成员可以执行的所有操作。

成成员员可以：可以：

添加成员或具有较低权限的其他人。

发布和更新应用。

共享项目和应用。

允许其他人重新共享项目。

执行参与者可以执行的所有操作。

参与者可以：参与者可以：

在工作区中创建、编辑和删除内容。

将报表发布到工作区，删除内容。

无法为新用户提供对内容的访问权限；无法共享新内容，但可以与已与其共享工作空间、项目或应用的人员

共享。

无法修改组内成员。

我们将在整个服务中构建请求访问工作流，以便没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发出请求。 当前存在针对仪表板、报
表和应用的请求访问工作流。

内容准备好后，选择想要发布的仪表板和报表，然后将其作为应用发布。 你的同事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获
取你的应用。 如果 Power BI 管理员已授予权限，则可以将这些应用自动安装到同事的 Power BI 帐户中。 另
外，他们可以从 Microsoft AppSource 查找并安装这些应用，或者你可向他们发送一个直接链接。 他们将自动
获得更新，你可以控制数据刷新的频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在预览期间，无法自动将旧应用工作区转换为新应用工作区。 但是，可以创建新应用工作区并将内容发布到新
位置。

当新工作区共正式发布 (GA) 后，用户可以选择自动迁移旧工作区。 在 GA 后的某个时刻，必须进行迁移。



        

Power BI 应用常见问题
新新应应用工作区与当前用工作区与当前应应用工作区有何不同？用工作区有何不同？

计划的新应用工作区预览功能

工作方式不同的应用工作区功能

已知问题

后续步骤

创建应用工作区不会像当前应用工作区那样在 Office 365 中创建相应的实体。 （仍可以通过为 Office 365 组
分配一个角色，将其添加到工作区）。

在当前应用工作区中，仅可将个人添加到成员和管理员列表中。 在新应用工作区中，可以向这些列表添加多
个 AD 安全组、通讯组列表或 Office 365 组，以便更轻松地管理用户。

可以从当前应用工作区创建组织内容包。 无法从新应用工作区创建组织内容包。
可以从当前应用工作区使用组织内容包。 无法从新应用工作区使用组织内容包。
在预览期间，新应用工作区尚未启用某些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一节其他计划的新工作区功能。

某些其他新应用工作区预览功能仍在开发中，但在我们启动预览时还不可用：

没有“退出工作区”按钮。
尚不支持使用情况指标。

高级容量工作原理：可以在高级容量中分配和创建工作区，而要在容量之间移动工作区，请转到工作区设置。

尚不支持 SharePoint web 部件嵌入。
在Office 365 组“获取数据/文件”中，没有“OneDrive”按钮。

新应用工作区中，某些功能的工作方式与当前应用工作区不同。 基于客户提供的反馈，这些差异是有意为之，支
持更灵活地使用工作空间进行协作：

成员可以或无法重新共享：替换为参与者角色

只读工作区：替换为即将推出的查看者角色，该角色可对工作区中的内容进行只读访问。

存在以下已知问题，正在开发修复程序：

作为订阅收件人添加到电子邮件的免费用户或用户组可能不会收到电子邮件，尽管他们应该收到这些邮件。

当新工作区体验工作区处于高级容量中，但创建订阅的用户的“我的工作区”不在高级容量中时，会出现此问
题。 如果“我的工作区”处于高级容量中，免费用户和用户组都可收到电子邮件。
工作区从高级容量迁移至共享容量后，在某些情况下，免费用户和用户组继续接收电子邮件，尽管他们不应

该收到这些邮件。 当创建订阅的用户的“我的工作区”处于高级容量中时，会出现此问题。

创建当前工作区

在 Power BI 中安装并使用应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2018/8/14 • • Edit Online

应用和组织内容包

视频：应用和应用工作区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y5pyrr7Lk8?showinfo=0

应用许可证

发布应用

在 Power BI 中，可以发布包含相关仪表板和报告集合的应用。 在应用工作区中创建应用，可在工作区中与
同事协作处理 Power BI 内容。 然后可以将已完成的应用发布给组织中的许多人员。 详细了解如何创建应
用工作区。

业务用户通常需要多个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才能经营自己的业务。 使用 Power BI 应用，可以创建仪表
板和报表集合并将这些应用发布到整个组织或发布到特定人员或组。 对于报表创建者或管理员，应用能使
管理这些集合的权限变得更轻松。

业务用户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获取你的应用。 如果 Power BI 管理员已授予权限，则可以将这些应用自
动安装到同事的 Power BI 帐户中。 或者，他们可以从 Microsoft AppSource 安装这些应用，也可以直接向
他们发送一个链接。 他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并返回到你的内容，因为所有内容都在同一个位置。 他们无法修
改应用的内容，但他们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或其中一个移动应用中与之进行交互 - 自行对数据进行筛选、
突出显示和排序。 他们将自动获得更新，你可以控制数据刷新的频率。 详细了解业务用户的应用体验。

你知道你知道吗吗？？  Power BI 正在提供新工作区体验预览。 阅读创建新工作区（预览），查看工作区将来如何更改。

应用由组织内容包演变而来。 内容包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不可用。 新工作区体正式发布后，无法在新创
建的工作区中使用内容包。 请开始将内容包迁移到应用（如果尚未迁移）。

应用工作区的每个成员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对于应用用户，有两种选项。

选项 1：所有业务用户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能查看应用。
选项 2：如果应用驻留在 Power BI 高级容量中，则组织中的免费用户可以查看应用内容。 请阅读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了解详细信息。

工作区中的仪表板和报表准备就绪后，选择要发布的仪表板和报表，然后将其作为应用发布。 你可以向更
广大受众发送一个直接链接，他们也可以通过转到“从 AppSource 下载并浏览更多应用”，在“应用”选项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distribute-app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y5pyrr7Lk8?showinfo=0


中找到你的应用。

1. 在工作区列表视图中决定应用要包含的仪表板和报表。

如果选择不发布某个报表，该报表及与其相关的仪表板旁边将显示一条警告。 此时仍然可以发布应
用，但这个相关的仪表板将缺少来自该报表的磁贴。

2. 选择右上角中的“发布应用”按钮，启动在该工作区中共享所有内容的过程。

3. 在“详细信息”中，填写说明以帮助用户查找应用。 可以选择背景颜色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

4. 在“内容”中，会看到即将作为应用的一部分进行发布的内容，即已在该工作区中选择的所有内容。 此
外，还可以设置应用登录页，即当用户转到你的应用时首先看到的仪表板或报表。 你可以选择“无”。
然后，他们将登录到应用中的所有内容列表。



更改已发布的应用

5. 在“访问”中，决定有权访问应用的人员：要么是组织中的所有人，要么是特定人员或者 Active
Directory 安全组。 如果具有相应的权限，则可以决定是否为收件人自动安装应用。 可以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启用此设置. 可以详细了解有关推送应用的注意事项。

6. 选择“完成”时，将看到一条消息，确认已准备好发布。 在成功对话框中，你可以复制直接链接到此应
用的 URL 并将其发送给共享的人员。

详细了解业务用户的应用体验。

发布应用后，你可能想要更改或更新它。 对于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或成员，或者新应用工作区中的参与者，
可以轻松进行更新。

1. 打开对应于应用的应用工作区。



自动为最终用户安装应用

2. 打开仪表板或报表。 你会发现你可以执行任何所需的更改。

应用工作区为临时区域，因此应用中所做更改在再次发布前不会生效。 这样就方便进行更改，而不
会影响已发布的应用。

3. 返回到内容的应用工作区列表，再选择“更新应用”。

4. 如果需要，更新“详细信息”、“内容”和“访问权限”，然后选择“更新应用”。

应用的发布对象会自动看到更新版应用。

应用提供最终用户完成作业所需的数据。 如果管理员授予权限，则可以自动为最终用户安装应用，从而更



    如何自如何自动为动为最最终终用用户户安装安装应应用用

用用户户如何如何获获取已推送取已推送给给他他们们的的应应用用

自自动动安装安装应应用的注意事用的注意事项项

取消发布应用

轻松地将正确的应用分发给适当的人员或群组。 现在，应用可自动显示在最终用户的应用内容列表中，而
无需从 Microsoft AppSource 或通过安装链接查找。 这样，你可以更轻松地向用户推出标准 Power BI 内
容。

管理员分配权限后，可通过一个新选项来自动安装应用。 当选中该框并选择“完成”（或为现有应用选择“更
新应用”）时，该应用将推送到“访问”选项卡上应用“权限”部分中定义的所有用户或组。

推送应用后，应用将自动显示在应用列表中。 可以精选组织中特定用户或工作角色需要随时使用的应用。

下面是将应用推送给最终用户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自动向用户安装应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大多数应用将立即为用户安装，但推送应用可能需要一些
时间。 这取决于应用中的项数和授予访问权限的人员数。 我们建议在下班期间推送应用，那时的时
间充足，用户也不需要使用应用。 请先与多位用户验证，再发送有关应用可用性的广泛沟通。

刷新浏览器。 用户可能需要刷新或关闭和重新打开浏览器才能看到“应用”列表中的推送应用。

如果用户没有在“应用”列表中立即看到应用，则应刷新或关闭浏览器并重新打开。

尽量不要让用户不知所措。 请注意不要推送太多应用，以便用户了解预先安装的应用是有用的。 最
好控制可以将应用推送给最终用户的人员，以协调计时。 可以建立一个联系点，用于将组织中的应
用推送给最终用户。

不会为未接受邀请的来宾用户自动安装应用。

应用工作区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取消发布应用。

在应用工作区中，依次选择右上角的省略号（“...”）和“取消发布应用”。



后续步骤

此操作会为已向其发布该应用的所有人员卸载此应用，而且他们也不再有权访问此应用。 此操作不会删除
应用工作区或其内容。

创建应用工作区

在 Power BI 中安装并使用应用
适用于外部服务的 Power BI 应用
Power BI 管理门户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admin-portal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与同事共享筛选的 Power BI 报表
2018/6/27 • • Edit Online

筛选和共享报表

共享是一种使多人能够访问你的仪表板和报表的有效方式。 Power BI 还提供了其他多种开展协作和分发报表的
方式。

要进行共享，你和收件人都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内容需要位于高级容量中。 建议？ Power BI 团
队始终期待你的反馈，因此，请转到 Power BI 社区站点。

可以在同一电子邮件域中与同事共享报表（与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大多数位置一样）：收藏夹、最近浏览、与我共
享（如果所有者允许该操作）、我的工作区或其他工作区。 共享报表时，你与之共享的人员可查看该报表并与其交
互，但不能编辑它。 除非应用行级别安全性 (RLS)，否则他们会看到你在报表中看到的相同数据。

如果你想要共享筛选的报表版本，该怎么办？ 也许一个报表仅显示特定城市或销售人员或年份的数据。 可以通
过创建自定义 URL 来执行此操作。

1. 打开编辑视图中的报表、应用筛选器并保存报表。

在此示例中，我们正在筛选零售分析示例，从而仅显示“区域”等于“NC”的值。

2. 将以下代码添加到以下报表页 URL 的末尾：

?filter=tablename/fieldname eq value

此字段必须是字符串类型，并且表名或字段名都不可以包含空格。

在本示例中，表的名称是 Store，字段的名称是 Territory，我们要筛选的依据值是 NC：

?filter=Store/Territory eq 'NC'

浏览器会添加特殊字符来表示斜杠、空格和撇号，因此最终会看到：

app.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010ae9ad-a9ab-4904-a7a1-xxxxxxxxxxxx/ReportSection2?
filter=Store%252FTerritory%20eq%20%27NC%27

3. 共享报表，但清除向收件人向收件人发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通知件通知复选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hare-reports.md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后续步骤

4. 使用前面创建的筛选器发送链接。

想提供反馈？ 请转到 Power BI 社区站点提出你的建议。
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进行共享？

共享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 Power BI 发布到 Web
2018/7/17 • • Edit Online

WARNINGWARNING

如何使用发布到 Web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F9QtqE7s4Y

借助 Power BI 发发布到布到  Web，可在任何设备上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轻松地将交互式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
在线嵌入博客帖子、网站等处。

可以方便地编辑、更新、刷新或取消共享已发布的视觉对象。

当使用“发发布到布到  Web”时，发布的报表或视觉对象可被 Internet 上的所有人查看。 查看这些报表时没有使用身份验证。 仅对
可供 Internet 上所有人（未经身份验证的公共成员）查看的报表和数据使用“发布到 Web”。 这包括在报表中聚合的详细级别
数据。 在发布此报表前，请确保你有权公开共享此数据和视觉对象。 请勿发布机密或专有信息。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在发布
前查看组织策略。

可编辑的个人或组工作区中的报表上提供“发布到 Web” 功能。 无法对与你共享的报表或依赖于行级别安全性来
保护数据的报表使用“发布到 Web”。 请参阅以下“限制”部分有关不支持“发布到 Web”的案例的完整列表。 使
用“发布到 Web”前请查看本文之前所述的警告警告部分。

可在下面简短视频中观看此功能的工作方式。 然后，按照以下步骤亲自尝试。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发发布到布到  Web。

1. 在可编辑的工作区中的报表上，选择文件文件  > 发发布到布到  Web。

2. 查看对话框上的内容，然后选择创创建嵌入代建嵌入代码码，如以下对话框中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ublish-to-web.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F9QtqE7s4Y


3. 查看显示在以下对话框中的警告，并确认数据是否准备好嵌入到公共网站。 如果是这样，则选择发发布布。

4.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提供一个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嵌入在代码（如 iFrame）中的链接，或者你可以直接粘
贴到网页或博客中的链接。



视图模式的提示和技巧

视图视图模式模式 嵌入嵌入时时外外观观

适适应页应页面面将考虑报表的页面高度和宽度。 如果你将页面设置
为“动态”比率，如 16:9 或 4:3，你的内容将在你提供的 iFrame
范围内缩放至合适的大小。 当嵌入在 iFrame 中时，使用“适应
页面”可能会导致“宽屏”，内容在 iFrame 中调整至合适大小
后，灰色背景会显示在 iFrame 的区域中。 为了尽量减少宽屏
幕，请正确设置 iFrame 的高度/宽度。

实际实际大小大小将确保报表保持其在报表页上设置的大小。 这可能
导致 iFrame 中显示滚动条。 设置 iFrame 高度和宽度，以避免
滚动条。

5. 如果之前已创建报表的嵌入代码，则将快速显示嵌入代码。 每个报表只能创建一个嵌入代码。

在博客帖子中嵌入内容时，通常需要调整以适合屏幕的特定大小。 还可根据需要调整 iFrame 标记中的高度和宽
度，但可能还需要确保报表适合 iFrame 给定区域，因此还需在编辑报表时设置适当的视图模式。

下表提供有关视图模式及其嵌入时外观的指导。



适适应宽应宽度度可确保内容适合 iFrame 的水平区域。 仍会显示一个
边框，但内容进行缩放，以便利用所有可用的水平空间。

视图视图模式模式 嵌入嵌入时时外外观观

iFrame 高度和宽度的提示和技巧

比率比率 尺寸尺寸 维维度（度（宽宽  X 高）高）

16:9 小 640 x 416 px

16:9 中 800 x 506 px

16:9 大 960 x 596 px

4:3 小 640 x 536 px

4:3 中 800 x 656 px

4:3 大 960 x 776 px

管理嵌入代码

发布到 Web 后你收到的嵌入代码将如下所示：

你可以手动编辑宽度和高度，确保它正如你所希望的方式适应你正将其嵌入到的页面。

若要实现更多最佳选择，你可以尝试向 iFrame 的高度维度添加 56 像素。 这将调整底部栏的当前大小。 如果你的
报表页使用动态尺寸，下表提供了一些可用于实现适应页面而不会造成宽屏的尺寸。

一旦创建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即可从 Power BI 服务的设设置置菜单管理创建的代码。 管理嵌入代码包括，能够删
除代码的目标视觉对象或报表（使嵌入代码不可用），或再次获取嵌入代码。

1. 若要管理你的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打开设设置置齿轮，然后选择管理嵌入代管理嵌入代码码。



报表更新和数据刷新

数据刷新

2. 将显示已创建的嵌入代码的列表，如下图所示。

3. 对于列表中每个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你可以检索嵌入代码，或删除嵌入代码，因此使得指向该报表或
视觉对象的任何链接不再起作用。

4. 如果你选择“删除”，系统会询问你是否确实要删除嵌入代码。

在你创建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并将其共享后，将使用进行的所有更改对报表进行更新。 但是，务必要了解你的
用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更新。 报表或视觉对象更新大约需要一小时才会反映在发布到 Web 嵌入代码
中。

当你最初使用发发布到布到  Web 获取嵌入代码时，嵌入代码链接立即处于活动状态，且任何打开该链接的人均可查
看。 在初始发布到 Web 操作后，发布到 Web 链接指向的报表或视觉对象的更新大约需要一小时才可供你的用户
查看。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工作方式工作方式部分。 如果你需要更新以便立即可用，可以删除嵌入代码并创建一
个新的代码。



自定义视觉对象

限制

租户设置

功能功能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启用启用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禁用禁用 特定的安全特定的安全组组

报表“文件”菜单下的“发布到
Web”。

为所有对象启用 向所有对象隐藏 仅向已授权的用户或组显

示。

“设置”下的“管理嵌入代码” 为所有对象启用 为所有对象启用 为所有对象启用

仅向已授权的用户或组显

示“删除”选项。* 
为所有对象启用“获取代码”。
*

管理门户中的“嵌入代码” “状态”将反映以下状态之一：
* 活动
* 不支持
* 已阻止

状态将显示“已禁用” “状态”将反映以下状态之一：
* 活动
* 不支持
* 已阻止

如果未根据租户设置为某个

用户授权，状态将显示为“侵
权”。

现有的已发布报表 全部已启用 全部已禁用 继续向所有对象呈现报表。

了解嵌入代码状态列

数据刷新自动反映在嵌入的报表或视觉对象中。 大约需要 1 小时才可从嵌入代码中看到刷新的数据。 选择报表
所用数据集计划上的不刷新不刷新可以禁用自动刷新。

自定义视觉对象在发发布到布到  Web 中受到支持。 当使用发布到 Web 时，共享你的已发布视觉对象的用户不需要启
用自定义视觉对象来查看报表。

“发布到 Web”支持用于 Power BI 服务中绝大部分数据源和报表，但以下内容目前不受支持或不可用于“发布到
Web”：

1. 使用行级别安全性的报表。
2. 使用任何实时连接数据源的报表，包括在本地托管的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Analysis Services

Multidimensional 以及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3. 直接或通过组织内容包共享的报表。
4. 你不是编辑成员的组中的报表。
5. “发布到 Web”报表中当前不支持“R”视觉对象。
6. 从已发布到 Web 的报表中的视觉对象中导出数据
7.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觉对象
8. 包含报表级别 DAX 度量值的报表
9. 保护机密或专有信息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发布到 Web”功能。 他们还可以限制对特定组的访问。 可以基于此设置创建嵌
入代码更改。

当查看你的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的管理嵌入代管理嵌入代码码  页时，将提供一个状态列。 默认情况下，嵌入代码处于活动



状状态态 说说明明

活活动动 该报表可供 Internet 用户查看并进行交互。

被阻止被阻止 报表的内容违反了 Power BI 服务条款。 它已被 Microsoft 阻
止。 如果你认为内容被错误阻止，请与支持部门联系。

不支持不支持 报表的数据集正在使用行级别安全性或另一个不受支持的配

置。 请参阅“限制”部分中的完整列表。

侵侵权权 嵌入代码在定义的租户策略外部。 如果在创建嵌入代码后更
改“发布到 Web”租户设置以排除拥有该嵌入代码的用户，则通
常会发生此情况。 如果租户设置已禁用，或者不再允许用户创
建嵌入代码，则现有嵌入代码将显示“侵权”状态。

如何报告有关发布到 Web 内容的问题

授权和定价

工作方式（技术详细信息）

状态，但是你可能会遇到下面列出的状态。

若要报告与嵌入到网页或博客中的发发布到布到  Web 内容相关的问题，请使用底部栏中的标标志志图标，如下图所示。 你
将需要向 Microsoft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解释该问题。 Microsoft 将基于 Power BI 服务条款评估该内容，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

若要报告问题，请选择所见发布到 Web 报表的底部栏中的标标志志图标。

你需要成为 Microsoft Power BI 用户才能使用发发布到布到  Web。 你的报表（读取器、查看器）的使用者不需要是
Power BI 用户。

当你使用发发布到布到  Web 创建嵌入代码时，报表对 Internet 上的用户均可见。 它是公开提供的，因此你可以期望将
来查看者能够轻松地通过社交媒体共享报表。 用户查看报表，或者通过打开直接公共 URL，或者在嵌入到的网页
或博客中查看，Power BI 将缓存报表定义和查看报表所需的查询结果。 此方法确保报表可供成千上万的并发用
户查看，且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影响。

缓存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如果你更新报表定义（例如更改其视图模式）或刷新报表数据，大约需要一小时才能在用

户查看的报表版本中反映更改。 因此建议你提前暂存工作，并仅当你对设置满意时创建发发布到布到  Web 嵌入代码。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terms-of-service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报表 Web 部件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报表
2018/7/20 • • Edit Online

要求

嵌入报表

获获取取报报表的表的  URL URL

借助 Power BI 新推出的适用于 SharePoint Online 的报表 Web 部件，可以在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中轻松嵌入交
互式 Power BI 报表。

使用新的“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中嵌入”选项时，嵌入的报表绝对安全，因此你可以轻松创建安全的内部门户。

若要让“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中嵌入”报表正常呈现，需要满足一些要求。

适用于 SharePoint Online 的 Power BI Web 部件要求使用新式页面。

若要将报表嵌入 SharePoint Online，必须先获取报表 URL，然后才能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将此 URL 用于新
Power BI Web 部件。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查看报表。

2. 选择“文件文件”菜单项。

3. 选择“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

4. 复制对话框中的 UR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embed-report-spo.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llow-or-prevent-creation-of-modern-site-pages-by-end-users-c41d9cc8-c5c0-46b4-8b87-ea66abc6e63b


将将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复制到表复制到  SharePoint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 页页面面

NOTENOTE
还可以使用在查看报表时 Web 浏览器地址栏中显示的 URL。 此 URL 包含当前查看的报表页名称。 若要嵌入不同的
页，需要从 URL 中删除报表部分。

1. 打开相应的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然后选择“编辑编辑”。

或者，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选择“+ 新建新建”，新建新式网站页面。

2. 依次选择“+”和“Power BI”Web 部件。



3. 选择“添加添加报报表表”。

4. 将报表 URL 粘贴到属性窗格中。 这就是从上述步骤中复制的 URL。 此时，报表会自动加载。

5. 选择“发发布布”，让 SharePoint Online 用户可以看到此更改。



授予报表访问权限

IMPORTANTIMPORTANT

Web 部件设置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报表不会自动授予用户报表查看权限。 需要在 Power BI 服务中设置报表查看权限。

请务必在 Power BI 中检查哪些人员可以查看报表，然后向未列出的人员授予访问权限。

在 Power BI 服务中授予报表访问权限的方法有两种。 若要使用 Office 365 组生成 SharePoint Online 团队网站，请
在 Power BI 服务和 SharePoint 页中将用户列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 这样就能确保用户可以查看相应组的内容。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创建和分发应用。

或者，可以按下列步骤来授予用户报表访问权限。

1. 将一个磁贴从报表添加到仪表板。

2. 与需要报表访问权限的用户共享此仪表板。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同事和其他人共享仪表板。

下面介绍了可以为适用于 SharePoint Online 的 Power BI Web 部件调整的设置。



属性属性 说说明明

页名称 设置 Web 部件显示的默认页。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值。 如
果下拉列表中未显示任何页，要么是因为报表只有一页，要么是

因为粘贴的 URL 包含页名称。 从 URL 中删除报表部分即可选
择特定页。

显示 用于调整报表如何能与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浑然一体的选
项。

显示导航窗格 显示或隐藏报表页导航窗格。

显示筛选窗格 显示或隐藏筛选窗格。

多重身份验证

NOTENOTE

报表没有加载

如果 Power BI 环境要求使用多重身份验证进行登录，系统可能会提示你使用安全设备登录，从而验证你的身份。 如
果未使用多重身份验证登录 SharePoint Online，而 Power BI 环境又要求使用经过安全设备验证的帐户，就会发生
这种情况。

Azure Active Directory 2.0 尚不支持多重身份验证。 用户会看到“错误”消息。 如果用户使用安全设备重新登录 SharePoint
Online，则可以查看报表。

Power BI Web 部件中可能无法加载报表，并显示以下消息。

无法加载此内容。



已知问题和限制

后续步骤

看见此消息的常见原因有两个。

1. 无权访问报表。
2. 报表已遭删除。

应与 SharePoint Online 页面的所有者联系，让其帮助你解决此问题。

错误：“出错，请尝试注销并重新登录，然后重新访问此页。 相关 ID: 未定义; http 响应状态: 400; 服务器错误
代码: 10001; 消息: 缺少刷新令牌”

如果看到此错误，请尝试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1. 注销并重新登录 SharePoint。 请务必在重新登录前关闭所有浏览器窗口。

2. 如果用户帐户要求进行多重身份验证 (MFA)，请务必使用多重身份验证设备（如手机应用、智能卡等）
登录 SharePoint

3. 不支持 Azure B2B 来宾用户帐户。 用户将看到 Power BI 徽标，显示该部件正在加载，但它不会显示报
表。

Power BI 不支持 SharePoint Online 支持的本地化语言。 因此，可能无法在嵌入的报表中看到正确的本地化
内容。

如果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10，可能会遇到问题。 可以查看 Power BI 支持的浏览器和 Office 365 支持
的浏览器。

Power BI Web 部件在主权云中不可用。

此 Web 部件不支持经典 SharePoint Server。

允许或禁止最终用户创建新式网站页面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分发应用
与同事和其他人共享仪表板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roducts.office.com/office-system-requirements#Browsers-section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cloud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llow-or-prevent-creation-of-modern-site-pages-by-end-users-c41d9cc8-c5c0-46b4-8b87-ea66abc6e63b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连接到用于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中存
储的文件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NOTENOTE

1 将文件上传到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在 Power BI 中创建应用工作区后，可以将 Excel、CSV 和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存储在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 可以继续更新已存储在 OneDrive 中的文件，这些更新会按文件自动反映在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中。

新工作区体验预览将更改 Power BI 工作区与 Office 365 组之间的关系。 每次创建新工作区时，不会自动创建 Office 365 组。
了解如何创建新工作区（预览版）

将文件添加到应用工作区是一个分两步执行的过程：

1. 首先将文件上传到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2. 然后从 Power BI 连接到这些文件。

应用工作区仅适用于 Power BI Pro。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工作区”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你的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2. 选择“文件”以在 Office 365 上打开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nect-to-files-in-app-workspace-onedrive-for-business.md


  2 导入 Excel 文件作为数据集或 Excel Online 工作簿

导导入或入或连连接到你的接到你的应应用工作区中的文件用工作区中的文件

NOTENOTE
如果在应用工作区菜单上看不到“文件”，请选择“成员”打开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然后，选择“文件”。
Office 365 为你的应用的组工作区文件设置 OneDrive 存储位置。 此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3. 可以在此处将文件上传到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选择“上传”，并导航到你的文件。

现在文件位于你的应用工作区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你可以进行选择。 你可以：

以数据集的形式导入 Excel 工作簿中的数据，并使用数据生成可以在 Web 浏览器和移动设备上查看的报表和仪
表板。

或者，在 Power BI 中连接整个 Excel 工作簿，并完全按照 Excel Online 那样显示工作簿。

1. 在 Power BI 中，切换到应用工作区，让应用工作区名称显示在左上角。

2. 在左侧导航窗格底部选择“获取数据”。

3. 在文件文件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4. 选择“OneDrive” - “应用工作区名称”。

5. 选择所需的文件，然后选择“连接”。



后续步骤

这时候需要你决定是从 Excel 工作簿导入数据，还是连接到整个 Excel 工作簿。

6. 选择“导入”或“连接”。

7. 如果选择“导入”，则该工作簿会显示在“数据集”选项卡上。

如果选择“连接”，则该工作簿会位于“工作簿”选项卡上。

在 Power BI 中创建应用和应用工作区
从 Excel 工作簿导入数据
连接到整个 Excel 工作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想要提供反馈？ 请访问 Power BI Ideas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ideas.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


在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中展开协作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在应用工作区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上展开协作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是在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上与同事协作以创建应用的好地方。 协作并不限于在 Power BI
中的工作区内进行。 Office 365 提供其他组服务，如共享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文件、Exchange 中的对话、
共享日历和任务等。 了解有关 Office 365 中的组的详细信息。

新工作区体验预览将更改 Power BI 工作区与 Office 365 组之间的关系。 每次创建新工作区时，不会自动创建 Office 365 组。
了解如何创建新工作区（预览版）

应用工作区仅适用于 Power BI Pro。

创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后，如果你将该文件发布到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则工作区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上
展开协作。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在“开始”功能区上选择“发布”，然后在“选择目标”框中选择你的应用工作区。

2.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工作区”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你的应用工作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llaborate-power-bi-workspace.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group-in-Office-365-7124dc4c-1de9-40d4-b096-e8add19209e9


在 Office 365 中开展协作

3. 选择“报表”选项卡并选择你的报表。

此处与 Power BI 中的任何其他报表一样。 你和应用工作区中的其他人都可以修改报表，并将磁贴保存到你
选择的仪表板。

若要在 Office 365 中展开协作，请从 Power BI 中的应用工作区入手。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工作区”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你的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在 Office 365 中建立组对话

2. 在此菜单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与组进行协作：

在 Office 365 中建立组对话。
在应用的组工作区日历上安排活动。

当你首次前往你在 Office 365 中的应用组工作区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等候 15 到 30 分钟，然后刷新浏
览器。

1. 选择应用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 (…) > 然后选择“对话”。

这会打开在 Outlook for Office 365 中打开应用的组工作区的电子邮件和对话站点。



在应用的组工作区日历上安排活动

2. 了解有关 Outlook for Office 365 中的组对话的详细信息。

1. 选择应用工作区名称旁的省略号（“…”） > 然后选择“成员”。

这会在 Outlook for Office 365 中打开应用的组工作区的日历。

2. 了解有关 Outlook in Office 365 中的组日历的详细信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Have-a-group-conversation-a0482e24-a769-4e39-a5ba-a7c56e828b22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edit-and-subscribe-to-group-events-0cf1ad68-1034-4306-b367-d75e9818376a


管理应用工作区

后续步骤

如果你是应用工作区的所有者或管理员，还可以添加或删除工作区成员。 了解有关管理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的详
细信息。

在 Power BI 中创建应用和应用工作区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想要提供反馈？ 请访问 Power BI Ideas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ideas.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


管理 Power BI 和 Office 365 中的应用工作区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编辑 Power BI 中的应用工作区

作为 Power BI 或 Office 365 中应用工作区的创建者或管理员，可以在 Power BI 中管理工作区的某些方面。 你在
Office 365 中管理的其他方面。

新工作区体验预览将更改 Power BI 工作区与 Office 365 组之间的关系。 每次创建新工作区时，不会自动创建 Office 365 组。
了解如何创建新工作区（预览版）

在在  Power BI 中中，你可以：

添加或删除应用工作区成员，包括使某个工作区成员成为管理员。

编辑应用工作区名称。

删除应用工作区。

在在  Office 365中，你可以：

添加或删除应用工作区的组成员，包括将成员设为管理员。

编辑组名称、图像、说明和其他设置。

查看组电子邮件地址。

删除组。

要成为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或成员，需要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除非应用工作区位于 Power BI Premium 容
量中，否则应用用户也需要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请阅读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了解详细信息。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工作区”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接下来选择“编辑
工作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manage-app-workspace-in-power-bi-and-office-365.md


在 Office 365 中编辑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属性

NOTENOTE
如果你是应用工作区管理员，则只能看到“编辑工作区”。

2. 可以在此处重命名、添加或删除成员，或删除应用工作区。

3. 选择保存保存或取消取消。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工作区”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工作区名称旁边的省略号（“…”），接下来选择“成
员”。

这将打开应用工作区的 Outlook for Office 365 组视图。

可能需要登录到你的公司帐户。

2. 单击某个成员名旁边的省略号（“…”），使该成员成为管理员或从应用工作区中删除该成员。



在 Office 365 组中添加图像并设置其他工作区属性
从应用工作区分发应用时，在此处添加的图像将成为应用的图像。 请参阅创建新工作区文章的将图像添加到应
用一节。

1. 在应用工作区的 Outlook for Office 365 视图中，选择组图像以编辑组工作区属性。

2. 可以在此处编辑名称、说明和语言，添加图像并设置其他属性。

3. 选择保存保存或放弃放弃。



后续步骤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 Power BI 中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共享链接到 OneDrive 中 Excel 文件的 Power BI 仪表
板
2018/8/9 • • Edit Online

共享包含工作簿磁贴的仪表板

NOTENOTE

创建组织内容包（其中仪表板包含工作簿磁贴）

在 Power BI 中，你可以连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 Excel 工作簿并将该工作簿中的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共
享该仪表板或创建包含该仪表板的内容包时：

你的同事无需工作簿本身的权限即可查看磁贴。 因此你可以创建内容包，并了解你的同事可以看到从 OneDrive
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磁贴。
单击磁贴将在 Power BI 内打开该工作簿。 仅当你的同事至少具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工作簿的读取权
限时，才会打开该工作簿。

要共享链接回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 Excel 工作簿的仪表板，请参阅共享仪表板。 不同之处在于，用户能够在
共享之前选择修改链接的 Excel 工作簿的权限。

1. 输入同事的电子邮件地址。
2. 若要让你的同事能够从 Power BI 查看 Excel 工作簿，请选择转转到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以以设设置工作簿置工作簿权权限限。

3. 在 OneDrive 上，根据需要修改权限。
4. 选择共享共享。

同事将无法固定此工作簿中的其他磁贴，并且不能在 Power BI 中更改 Excel 工作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share-dashboard-that-links-to-excel-onedrive.md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Share-documents-or-folders-in-Office-365-1fe37332-0f9a-4719-970e-d2578da4941c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Share-files-and-folders-and-change-permissions-9fcc2f7d-de0c-4cec-93b0-a82024800c07


从 Power BI 工作区共享仪表板

后续步骤

发布内容包时，对单个或成组的同事授予访问权限。 发布包含工作簿链接的内容包时，可以在发布前视情况修改链
接的 Excel 工作簿的权限。

1. 在创创建内容包建内容包屏幕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为内容包提供标题和说明，并上传图像。

2. 选择链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 Excel 工作簿的仪表板和/或报表。

3. 选择转转到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以以设设置工作簿置工作簿权权限限。

4. 在 OneDrive 上，根据需要修改权限。

5. 选择发发布布。

从 Power BI 工作区共享仪表板类似于从自己的工作区中共享仪表板，只不过文件位于 Office 365 工作区站点中而
不是专用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 与工作区外人员共享仪表板之前修改 Excel 工作簿的权限。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Share-files-and-folders-and-change-permissions-9fcc2f7d-de0c-4cec-93b0-a82024800c07


从 Excel 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Power BI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更新和删除组织内容包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修改和重新发布组织内容包

与新内容一起重新发布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解新
工作区体验。

可以将仪表板、报表、Excel 工作簿和数据集打包为组织内容包，并与你的同事共享。 你的同事可以按原样使用它
们，也可以创建其自己的副本。

创建内容包不同于共享仪表板，也不同于在组中针对这些包开展协作。 阅读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
进行共享？以决定具体情况的最佳选项。

只有内容包创建者才能执行下面这些组织内容包任务：

重新发布。

限制或扩展内容包访问权限。

设置和更改计划的刷新。

删除内容包。

如果对原始内容包仪表板、报表或 Excel 工作簿进行更改，Power BI 将提示你重新发布。 此外，作为内容包创建
者，你可以更新创建原始内容的包时在“创建内容包”窗口中选定的任意选项。

对内容包中的仪表板进行更改并保存更改时，Power BI 会提醒你更新，以便其他人可以看到相应更改。 例如，如果
你固定新磁贴或仅更改仪表板的名称，都将发出提醒。

1. 选择消息中的“查查看内容包看内容包”。

2. 或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然后选择查查看内容包看内容包。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manage-update-delete.md


更新受众：扩展或限制访问权限

刷新组织内容包

从 AppSource 中删除组织内容包

注意警告图标 。 该图标表示你已以某种方式修改内容包，使其不再与已发布的内容包相同。

3. 选择编辑编辑。

4. 在更新内容包更新内容包窗口中进行任何所需更改，然后选择更新更新。 将显示成功成功消息。

对于未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将自动应用更新。

已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将收到有新版本的通知。 他们可以转到 AppSource，并获取更新后的内容包，
而不会丢失个性化版本。 他们现将具有 2 个版本：个性化版本和更新的内容包。 在个性化版本中，来自原
始内容包的所有磁贴将消失。 但仍将呈现固定自其他报表的磁贴。 然而，一旦内容包所有者删除内容包
所基于的数据集，则整个报表将消失。

内容包创建者可进行另一种修改，即扩展和限制对内容包的访问权限。 也许你将内容包发布到了广泛的受众，又决
定将访问权限限制于一个较小的组。

1. 选择齿轮图标 ，然后选择查查看内容包看内容包。

2. 选择编辑编辑。

3. 在更新内容包更新内容包窗口中进行任何所需更改，然后选择更新更新。 例如，删除特定特定组组字段中的原始通讯组，并将其
替换为（成员较少的）其他通讯组。

将显示“成功”消息。

对于不属于新别名的任何同事：

对于未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与该内容包相关联的仪表板和报表将不再可用，且导航窗格中不会显示

该内容包。

对于已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他们下次打开自定义仪表板时，将不再显示来自原始内容包的所有磁贴。

但仍将呈现固定自其他报表的磁贴。 原始内容包报表和数据集将不再可用，且导航窗格中不会显示该内
容包。

作为内容包创建者，你可以计划数据集的刷新。 当你创建并上传内容包时，该刷新计划将于数据集一起上传。 如果
更改刷新计划，你需要重新发布内容包（见上文）。

只有内容包创建者才能从 AppSource 中删除内容包。 如果已在应用工作区中创建组织内容包，又决定删除该工作



TIPTIP

后续步骤

区，请务必先删除内容包。 如果在未先删除内容包的情况下删除工作区，你将失去对这些内容包的全部访问权限，
需要联系 Microsoft 支持部门以获取帮助。

如果不是内容包创建者，可以断开与内容包的连接。 此操作不会从 AppSource 中删除内容包。

1. 若要从 AppSource 中删除内容包，请转到在其中创建内容包的应用工作区，再依次选择齿轮图标  和“查
看内容包”。

2. 依次选择“删除”>“删除”。

对于未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将自动删除与该内容包相关联的仪表板和报表。 这些内容将不再可用，
且导航窗格中不会显示该内容包。

对于已自定义内容包的组成员，他们下次打开自定义仪表板时，将不再显示来自原始内容包的所有磁贴。

但仍将呈现固定自其他报表的磁贴。 原始内容包报表和数据集将不再可用，且导航窗格中不会显示该内
容包。

组织内容包简介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分发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组织内容包：复制、刷新和获取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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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创建组织内容包的副本

帮助！ 我再也无法访问该内容包

如何刷新组织内容包？

组织内容包发布后，所有收件人都会看到相同的仪表板、报表、Excel 工作簿、数据集和数据（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数据源除外）。 只有内容包创建者可以编辑和重新发布内容包。 但是，所有收件人均可保存内容包
的副本，该副本可与原始内容包并存。

创建内容包不同于共享仪表板，也不同于在组中针对这些包开展协作。 阅读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
进行共享？以决定具体情况的最佳选项。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解新
工作区体验。

创建内容包的专属副本，并对其他用户不可见。

1. 选择内容包仪表板旁边的省略号 (...) >“创建副本”。

2. 选择保存保存。

现在，你有一个可以更改的副本。 其他所有人都看不到你做出的更改。

这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的：

成成员员身份更改身份更改：内容包将发布到电子邮件通讯组、安全组，以及基于 Office 365 的 Power BI 组。 如果已将你从
组中删除，则你不能再访问该内容包。

通通讯组讯组更改更改：内容包创建者更改了通讯组。 例如，如果内容包最初发布到整个组织，但之后创建者将其重新发
布到较少的受众，则你可能不再包含于其中。

安全安全设设置更改置更改：如果仪表板和报表连接到本地 SSAS 数据源，并且对安全设置进行了更改，则可能会撤销你对
该服务器的权限。

创建内容包时，数据集会继承刷新设置。 如果你复制内容包，新版本会保留指向原始数据集及其刷新计划的链接。

请参阅管理、更新和删除组织内容包。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copy-refresh-access.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group-in-Office-365-7124dc4c-1de9-40d4-b096-e8add19209e9


后续步骤

组织内容包简介

在 Power BI 中创建组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组织内容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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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NOTENOTE

什么是 AppSource？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
解新工作区体验。

你是否通过电子邮件向团队成员定期分发报表？ 改为试试下面这种做法：打包仪表板、报表、Excel 工作簿和
数据集，以 组织内容包 的形式将它们发布到团队。 你的团队可以轻松找到你创建的内容包，因为它们都位于
AppSource 中。 因为它们是 Power BI 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将利用 Power BI 的所有功能，包括交互式数据浏
览、新增视觉对象、问答、与其他数据源集成、数据刷新等。

创建内容包不同于共享仪表板，也不同于在应用工作区中协作处理内容包。 阅读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
展协作并进行共享？以决定具体情况的最佳选项。

在 AppSource 中，可以浏览或搜索已发布到整个组织、通讯组/安全组和所属 Office 365 组的内容包。 如果你
不是特定组的成员，则你不会看到与该组共享的内容包。 组的所有成员拥有对内容包数据、报表、工作簿和仪
表板相同的只读访问权限（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数据源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将从数据源继
承权限）。

虽然仪表板、报表和 Excel 工作簿是只读的，但可以复制仪表板和报表，然后从它们入手开始创建你自己的个
性化内容包。

仅当你和同事已安装 Power BI Pro 后，才能使用组织内容包。

发布组织内容包会将它添加到 AppSource 中。 通过此集中存储库，各成员可以轻松浏览和发现为其发布的仪
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若要查看 AppSource，请依次选择“获取数据” > “我的组织” > “获取”。

阅读有关查找和打开组织内容包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introduction.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group-in-Office-365-7124dc4c-1de9-40d4-b096-e8add19209e9


组织内容包的生命周期

数据安全性

后续步骤

任何 Power BI Pro 用户都可以创建、发布和访问组织内容包。 只有内容包创建者才能修改工作簿和数据集、
安排刷新以及删除内容包。

生命周期如下所示：

NOTENOTE

1. 在 Power BI Pro 中，Nate 创建了内容包，并将它发布到“市场营销”通讯组。 数据集将继承刷新设置，只
能由 Nate 修改这些设置。

如果 Nate 是在自己所属的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内创建内容包，那么即使他离开此工作区，Power BI 工作区中的
其他人也仍可接管所有权。

2. Nate 向通讯组发送邮件，告知通讯组成员有关新内容包的信息。

3. 在 Power BI Pro 中，“市场营销”通讯组的成员 Jane 搜索并连接 AppSource 中的这个内容包。 她现在具
有只读副本。 她知道它是只读的，因为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仪表板名称和报表名称左侧显示了共享图
标。 而当她选择仪表板时，锁形图标让 Jane 知道她正在查看内容包仪表板。

4. 假设她决定对其进行自定义。 她现在具有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副本。 她执行的操作不会影响源、原始
内容包或其他通讯组成员。 她现在对其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副本进行处理。

5. Nate 对仪表板进行更新，并在更新就绪后发布内容包的新版本。

另一名通讯组成员 Julio 没有自定义原始内容包。 新增更改将自动应用于其内容包版本。
Jane 对内容包进行了自定义。 她将收到通知，告知有新版本。 她可以转到 AppSource，并获取更新
后的内容包，而不会丢失个性化版本。 她现将具有两个版本：她的个性化版本和更新的内容包。

6. 假设 Nate 更改了安全设置。 Julio 和 Jane 不再有权访问该内容。 或假设从“市场营销”通讯组中删除了
这二人。

Julio 没有自定义原始内容包，因此将自动删除内容。
Jane 对内容包进行了自定义。 她下次打开仪表板时，原始内容包中的所有磁贴都将消失，但仍将显
示她从（她仍有权使用的）其他报表固定的磁贴。 关联的报表和数据集将不再可用（且不会显示在其
左侧导航窗格中）。

7. 或者 Nate 删除了内容包。

Julio 没有自定义原始内容包，因此将自动删除内容。
Jane 对内容包进行了自定义。 她下次打开仪表板时，原始内容包中的所有磁贴都将消失，但仍将显
示她从其他报表固定的磁贴。 关联的报表和数据集将不再可用（且不会显示在其左侧导航窗格中）。

所有通讯组成员的数据权限与内容包创建者一样。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本地表格数据集是
一个例外。 由于报表和仪表板实时连接到本地 SSAS 模型，因此将使用各个通讯组成员的凭据确定其可以访
问的数据。

创建和发布组织内容包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分发应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创建和发布 Power BI 组织内容包（教程）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本教程介绍了如何创建组织内容包，授予对特定组的访问权限，并将组织内容包发布到你在 Power BI 上的组织内
容包库。

创建内容包不同于共享仪表板，也不同于在组中针对这些包开展协作。 阅读应如何针对仪表板及报表开展协作并
进行共享？以决定具体情况的最佳选项。

你和你的同事需要具有 Power BI Pro 帐户才能创建组织内容包。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解新
工作区体验。

假设你是 Contoso 的发布经理，准备推出新产品。 你通过报表创建了仪表板，想要与其他管理发布的员工共享。 你
想要对仪表板和报表进行打包的方法，使其作为你的同事使用的解决方案。

想要跟着做吗？ 在 Power BI 服务中，依次转到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示例示例”>“机会分析示例机会分析示例” > “连连接接”，获取自己的副
本。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机会分析示例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

2. 从顶部导航栏中，选择齿轮图标  > “创创建内容包建内容包”。

3. 在创创建内容包建内容包窗口中，输入以下信息。

请记住，你组织的内容包库最终可能会得到数百个为组织或组发布的内容包。 花点时间为内容包指定有意
义的名称、添加合理的说明并选择合适的受众。 使用的单词要使你的内容包可通过搜索轻松查找。

a. 选择特定特定组组，输入个人、Office 365 组、通讯组或安全组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

salesmgrs@contoso.com; sales@contoso.com

针对本教程，尝试使用自己或组的电子邮件地址。

b. 将内容包命名为销销售机会售机会。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create-and-publish.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werbi.com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group-in-Office-365-7124dc4c-1de9-40d4-b096-e8add19209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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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请考虑将仪表板名称包含在内容包名称中。 这样一来，你的同事连接到你的内容包后将更轻松地找到仪表板。

c. 推荐：添加说说明明。 这有助于同事更轻松地找到所需的内容包。 除了说明外，还请添加你的同事在搜索
此内容包时可能输入的关键字。 添加联系人信息，方便同事有疑问或需要帮助时使用。

d. 上上载图载图像或徽像或徽标标，方便组成员更轻松地查找内容包，因为浏览图像比浏览文本更快。 在下面的屏幕
截图中，我们使用了机会计数百分比堆积柱形图磁贴的图像。

e. 选择机会分析示例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将其添加到内容包。 Power BI 会自动添加相关联的报表和数据集。 可以
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内容。

只列出了可编辑的仪表板、报表、数据集和工作簿。 因此，与你共享的任何内容未在列表中。

f. 如果你有 Excel 工作簿，可在“报表”下查看它们，带有 Excel 图标。 也可将它们添加到内容包。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TIPTIP

NOTENOTE
如果组成员不能查看 Excel 工作簿，可能需要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共享工作簿。

4. 选择发发布布将该内容包添加到组的组织内容包库。

如果成功地发布，你将看到一条成功消息。

5. 当组成员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我的我的组织组织时，在搜索框中点击并键入“销售机会”。

6. 他们将看到你的内容包。

你的浏览器中显示的 URL 是此内容包的唯一地址。 想要告诉同事有关此新内容包的信息？ 将 URL 粘贴到电子邮件中。

7. 他们选择连连接接，现在则可查看和使用你的内容包。

组织内容包简介

管理、更新和删除组织内容包

在 Power BI 中创建组
什么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Share-documents-or-folders-in-Office-365-1fe37332-0f9a-4719-970e-d2578da4941c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What-is-OneDrive-for-Business-187f90af-056f-47c0-9656-cc0ddca7fdc2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删除与 Power BI 组织内容包的连接
2018/8/14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后续步骤

无法在新工作区体验预览中创建或安装组织内容包。 现在正是将内容包升级到应用的最佳时机（如果尚未升级）。 详细了
解新工作区体验。

一名同事已创建一个内容包。 你在 AppSource 中发现了此包，并将它添加到了 Power BI 工作区中。 现在你不再
需要它。 如何删除它？

要删除内容包，可以删除其数据集。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该数据集右侧的省略号，然后选择“删除”>“是”。

删除数据集还会删除所有关联的报表和仪表板。 不过，断开与内容包的连接不会从组织的 AppSource 中删除内
容包。 随时都可以返回到 AppSource，并将内容包重新添加到工作区中。 只有内容包创建者才能从 AppSource 中
删除内容包。

组织内容包简介

在 Power BI 中构建和分发应用
Power BI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organizational-content-pack-disconnect.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内容包程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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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求

业务方案

提示提示

内容包是一组全新的内容，允许用户立即获取源中的见解。 内容包通常集中在特定业务方案，提供关于角色、域或
工作流的见解。

ISV 可以生成模板内容包，允许客户使用其自己的帐户连接并实例化。 作为域专业人员，他们可以采用业务用户轻
易使用的方式解锁数据。 内容包为你的客户提供了临时监视和分析，而无需花费大量精力用在报表基础结构上。

可以将这些 ISV 生成模板内容包提交到 Power BI 团队，以在 Power BI 内容包库
(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 和 Microsoft AppSource (appsource.microsoft.com) 上公开发布。 单击此处可
查看公用内容包体验的示例。

开发并提交模板内容包的常规过程包括多个步骤。

1. 查看要求并确保满足这些要求
2.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内容
3. 在 PowerBI.com 中创建仪表板
4. 在你的组织中测试内容包
5. 将内容提交到 Power BI 以便发布

  

若要生成并提交内容包，以在 PowerBI 服务和 AppSource 中发布，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必须具有由业务用户使用的 SaaS 应用程序。
SaaS 应用程序具有可以在 Power BI 中进行可视化的用户数据。
SaaS 应用程序具有可通过公共 Internet 访问的 API。 理想情况下，API 是基于 REST 的 API 或 OData 数据源。
Power BI 内容包支持多种身份验证类型，如基本身份验证、OAuth 2.0 和 API 密钥。
你的 SaaS 应用程序批准用于发布内容包。 您的请求提交到 pbiservicesapps@microsoft.com。 我们将对每次提
交的相关性和预期使用情况进行评审。

已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你将在提交步骤中执行该操作。

请查看创作部分，了解有关技术要求的详细信息。

内容包提供了侧重于特定业务方案的见解和指标。 了解你的受众和其将从内容包获得的好处，将有助于确保你的用
户对你提供的内容满意。

确认你的受众和其尝试完成的任务

重点关注某个时间段（过去 90 天）或过去 N 个结果
只导入与你的方案相关的表/列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ntent-pack-overview.md


常见问题

Support

下一步

考虑为分开的独特方案提供多个内容包

我可以作我可以作为为第三方第三方为为不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  SaaS 应应用程序生成用程序生成  Power BI 服服务务内容包内容包吗吗？？

我们需要先与 SaaS 应用程序的所有者签署合作伙伴协议，然后才能在服务中发布内容包。 作为第三方，你需要与
SaaS 应用程序所有者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我的服我的服务务没有公共开没有公共开发发人人员员  API。我仍可以生成直接从数据存。我仍可以生成直接从数据存储储中拉取数据的中拉取数据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内容包内容包吗吗？？

不可以，Power BI 服务内容包需要可以通过公共 Internet 访问的开发人员 API。

服服务务内容包支持哪种内容包支持哪种类类型的型的  API，它，它们们可以使用哪些身份可以使用哪些身份验证类验证类型？型？

Power BI 服务内容包支持任何 REST API 或 OData 数据源。 Power BI 可以处理多种身份验证类型，包括基本身份
验证、OAuth2.0 和 Web API 密钥。 请查看创作文章，详细了解技术要求。

我在我在  Power BI 中中发发布了内容包。如何更新它？布了内容包。如何更新它？

每月可更新一次发布的内容包。 在当前月份的最后一天之前提交到 pbiservicesapps@microsoft.com 的更新请求将
在下个月的第一周发布。

我有关于服我有关于服务务内容包的更多内容包的更多问题问题。我如何与你。我如何与你联联系？系？

可以随时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向我们发送你的问题：pbiservicesapps@microsoft.com

若要在开发过程中获取支持，请访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该网站有专门人员监视和管理。 客户
事件可快速找到通往合适团队的方法。

创作

mailto:pbiservicesapps@microsoft.com
mailto:pbiservicesapps@microsoft.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Power BI 中的作者模板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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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连连接到接到  API API

NOTENOTE

考考虑虑源源

架构架构实实施施

参数参数

在创作模板内容包时需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BI.com。 内容包具有四个组件︰

查询功能允许你连接和转换数据，以及定义参数

用于创建关系、度量值和问题解答的改进的数据模型

报表页中包括视觉对象和筛选器，以帮助洞察你的数据

仪表板和磁贴提供对内含见解的概览

你可能熟悉其中每个部分（作为现有 Power BI 功能）。 在生成内容包时，还需考虑其中每个方面的其他一些事项。
请参阅下一节了解有关详细信息。

        

对于模板内容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开发的查询用于连接数据源和导入数据。 必须使用这些查询返回一致的
架构，并且它们受支持以用于计划的数据刷新（不支持直接查询）。

对于每个内容包，模板内容包仅支持一个数据源，因此请认真定义你的查询。 将单个数据源定义为需要相同的身份
验证的源。 如果所有调用针对的是相同的 API 终结点且使用相同的身份验证，则可以在不同的查询中进行多次
API 调用。 Power BI 内容包不支持需要不同身份验证的多个源。

需要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你的 API 才能开始生成查询。

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现成可用的数据连接器连接到 API。 可以使用 Web 数据连接器（获取数据 -> Web）
连接到 Rest API 或 OData 连接器（获取数据 -> OData 数据源）来连接到 OData 数据源。 请注意，这些连接器只有
在你的 API 支持基本身份验证时才是现成可用的。

如果你的 API 使用任何其他身份验证类型，如 OAuth 2.0 或 Web API 密钥，则需要开发你自己的数据连接器，以允许 Power
BI Desktop 成功连接到 API，并对其进行身份验证。 有关如何为内容包开发你自己的数据连接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此处的数
据连接器文档。

查询可定义将包含在数据模型中的数据。 根据你系统的大小，这些查询还应包括筛选器以确保客户处理适合你业
务方案的可管理的查询量。

Power BI 内容包可并行执行多个查询，也可同时为多个用户执行查询。 请提前规划你的限制条件和并发策略，并就
如何使你的内容包具备容错能力向我们需求帮助。

确保你的查询能够弹性应对系统中发生的更改，刷新时的架构变更可破坏模型。 如果源可能为某些查询返回 null/
架构缺失结果，请考虑返回一个空表，或者引发一条对你的用户有意义的自定义错误消息。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参数允许你的用户提供用于自定义数据（由用户检索）的输入值。 提前考虑这些参数以避免
在耗费时间生成详细的查询或报表之后返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template-content-pack-authoring.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deep-dive-into-query-parameters-and-power-bi-templates/
https://aka.ms/DataConnecto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deep-dive-into-query-parameters-and-power-bi-templates/


NOTENOTE

其他其他查询查询提示提示

数据模型

NOTENOTE

问题问题解答解答

其他数据模型提示其他数据模型提示

报表

NOTENOTE

其他其他报报表提示表提示

模板内容包目前仅支持文本参数。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其他参数类型，但在测试部分中中用户所提供的所有值将为文字内
容。

确保正确键入所有列

列具有描述性名称（请参阅问题解答）

对于共享逻辑，请考虑使用函数或查询

隐私级别目前在服务中不受支持 - 如果显示有关隐私级别的提示，你可能需要重新编写查询以使用相对路径

已进行完善定义的数据模型将确保你的客户可轻松直观地与内容包交互。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数据模型。

大部分基本建模（键入功能、列名）应在查询中完成。

建模还将影响问题解答为客户提供结果的能力。 确保将同义词添加到常用列，并在查询中为你的列正确命名。

所有值列已应用格式设置

NOTENOTE

所有度量值已应用格式

已设置“默认摘要”。 特别是“不汇总”（如果适用）（例如，对于唯一值的情况）
已设置数据类别（如果适用）

已设置关系（根据需要）

应在查询中应用类型。

报表页提供了更多关于你内容包中数据的见解。 使用报表中的页面来回答你的内容包正尝试解决的关键业务问
题。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

内容包中只能包含一个报表，可以利用不同页面调出你方案的特定部分。

对每个页面使用多个视觉对象以进行交叉筛选

仔细使各视觉对象对齐（不重叠）

页面设置为“4:3”或“16:9”布局模式
所提供的全部聚合将使数字有意义（平均值、唯一值）

切片产生合理结果

徽标至少位于报表顶部



仪表板

NOTENOTE

其他其他仪仪表板提示表板提示

限制条件摘要

受支持受支持 不支持不支持

在 PBI 桌面中生成的数据集 来自其他内容包或输入（如 Excel 文件）的数据集

可支持云“计划数据”刷新的数据源 不支持直接查询和本地连接

将返回一致的架构或错误的查询（在适当时） 动态架构或自定义架构

每个数据集一个数据源 多个数据源（例如被检测为多个数据源的混合 Web 应用程序或
URL）

文本类型的参数 其他参数类型（例如日期）或者“列出允许的值”

一个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多个仪表板、报表或数据集

下一步

元素最尽可能地位于客户端的的配色方案中

        

仪表板是与你客户的内容包交互的主要位置。 它应包括所含内容（尤其是你业务方案的重要指标）的概述。

要为模板内容包创建仪表板，只需通过“获取数据”>“文件”上载你的 PBIX 或者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进行发布
即可。

模板内容包目前需要对每个内容包使用单个报表和数据集。 不要将多个报表/数据集的内容固定到内容包所使用的仪表板中。

在固定时保持相同的主题，以便你仪表板上的磁贴保持一致

将徽标固定到主题，以便使用者知道包的来源

建议用于多数屏幕分辨率的布局是 5-6 个小磁贴的宽度
所有仪表板磁贴应具有适当的标题/副标题
考虑在仪表板中为不同的方案分组（垂直或水平）

   

如前面几节中所列，模板内容包目前存在一组限制 ︰

内容包测试和提交



测试 Power BI 的模板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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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测试计划的数据刷新

其他刷新提示其他刷新提示

测试模板

提交内容包进行发布之前，有多种方法测试你的内容包。

如果你的内容包使用你开发的自定义数据连接器，则不能测试数据刷新或模板内容包，如下所述。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继续提
交你的内容包，Power BI 团队将与你一起测试你的内容包。

连接时，模板内容包可利用 PowerBI.com 中的刷新实例化具有客户数据的内容包。 公开发布内容包之前，可以使
用已创建的 Desktop 文件测试此流程。

上传文件后，选择数据集旁边的“...”，然后选择“计划刷新”。 为源配置凭据。 请确保你的数据集刷新成功，同时尝
试“立即刷新”和“计划刷新”。 如果刷新遇到任何故障，请查阅错误消息并验证你的查询和终端系统。

当你尝试计划刷新时，应只检测到一个数据源。

测试连接应指示你的用户将能够加载该内容包。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请确保你的查询可以处理更多错误情况。
刷新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建议大约 5 分钟时间。

    

模板内容包类似于现有的解决方案，只不过它的数据集中不包括实际数据。 相反，当用户使用或实例化模板时，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template-content-pack-testing.md
https://aka.ms/DataConnectors


NOTENOTE

命名命名

其他模板提示其他模板提示

提示他们提供参数和凭据才能连接。 连接后，他们将在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中看到自己的数据。

用户将有权访问的内容包实例化到数据集设置（包括计划刷新）后，数据集上的任何 RLS 设置都不不会随内容包一同
发布。

模板内容包中只包括 1 个仪表板、1 个报表和 1 个数据集。 请在创作页面查看限制列表。

若要为租户启用模板创建，请与 Power BI 管理员联系以启用以下功能开关。

启用后，你会看到“创建内容包”底部的复选框，允许你将模板内容包发布到组织。

建议在整个内容包中统一命名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确保一致性。 这些名称都采用硬编码形式，并且对于所有用
户都相同，因此使用产品/方案名称更易于客户查找。

确保在查询中指定的参数对最终用户有意义

请考虑最终用户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完成计划刷新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publish-content/


提交

提交之前提交之前

提交提交

          

通过 Microsoft AppSource 进行的提交过程将允许你在 PowerBI.com 的服务内容包库中发布你的模板内容包，并
在 Microsoft AppSource 中列出内容包。

查看内容包中每个项目的创作提示

测试并连接各种帐户和数据条件。 （如果你开发自己的自定义数据连接器，则跳过此步骤）
查看所有视觉对象，请仔细查看拼写错误项

为确保内容包对问答响应良好，建议对整个数据模型进行至少 30 个不同问题的测试。 （如果你开发自己的自定
义数据连接器，则跳过此步骤）

准备好进行提交后，请访问 AppSource 上的应用提交页，并提交你的信息。 请务必从可用的产品列表中选择
Power BI

Power BI 团队会审查你的提交内容，并与你联系以确保所有项目都符合提交要求。 除确保完整以外，我们还将验
证提供的仪表板和报表的质量以确保它们满足应用程序中所述的业务方案。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artners/list-an-app
http://appsource.microsoft.com
https://aka.ms/DataConnectors
https://aka.ms/DataConnectors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artners/list-an-app


更新更新

遵循与原始提交相同的流程更新你的内容包。



Power BI 中的模板内容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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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本节重点介绍了连接到 ISV 内容包的用户典型体验。

通过连接到已发布的内容包，亲自尝试连接体验，地址是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例如以下所述
的 GitHub 内容包）。

若要开始，用户需浏览内容包库并选择要连接的内容包。 内容包条目提供名称、图标以及为用户提供详细信息的描
述性文本。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template-content-pack-experience.md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EF%BC%88%E4%BE%8B%E5%A6%82%E4%BB%A5%E4%B8%8B%E6%89%80%E8%BF%B0%E7%9A%84
https://app.powerbi.com/getdata/services/github


参数

凭据

选择后，将提示用户提供参数（如果需要）。 内容包创建过程中作者以声明的方式提供参数对话框。

当前的参数 UI 是非常基本的 – 没有枚举下拉列表的方法且数据输入验证限制为正则表达式。

提供参数后，将提示用户登录。 如果源支持多个类型的身份验证，用户应选择相应的选项。 如果源需要 OAuth，那
么当用户按“登录”后，将弹出该服务的登录 UI。 否则，用户可以在提供的对话框中输入其凭据。



实例化

浏览和监视

登录成功后，内容包中的项目（模型、报表和仪表板）会显示在导航栏中。 这些项目将添加到每个用户的帐户中。 数
据以异步方式加载来填充数据集（模型）。 然后，用户就能够使用仪表板、报表和模型。

默认情况下，会为用户配置每日刷新计划，这将重新评估模型中的查询。 提供给用户的凭据必须允许他们可不在场
刷新数据。

内容包被包含到用户帐户后，用户就可以搜索和监视数据/见解。

这通常包括：



查看并自定义仪表板。

查看并自定义报表。

使用自然语言提出有关数据的问题

使用浏览画布浏览数据模型中的数据

应考虑提供自然语言建模（同义词）和易于理解的模型架构，以实现更好的浏览体验。



从现有报表中创建新报表（复制报表）
2018/6/27 • • Edit Online

后续步骤：

你可能拥有已连接到数据集的报表，以及某些希望重新使用或修改的视觉效果。 为什么不复制该报表，作为新报表
的基础？ 若要执行此操作：

1. 打开报表。

2. 从文件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另存为为。

3. 键入新报表的名称，然后选择保存保存。

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告知你已将新报表保存到 Power BI 的当前工作区。

4. 打开工作区的“报表”选项卡，并选择新报表以打开它。 可以选择性地删除不想保留的视觉对象，修改其他视
觉对象，以及添加新的视觉对象。

5. 享受更新和编辑新报表的乐趣。

创建新的可视化效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copy.md


删除可视化效果（不需要的）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



Power BI 服务中最近最近访问访问的的内容
2018/7/20 • • Edit Online

什么是最近访问的内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显示最近访问的内容

最近的内容是你上次访问的项目，最多显示 20 个项目。 其中包括：跨所有工作区的仪表板、报表、应用和工作簿。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演示如何填充“最新动态”内容列表。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自行进行
尝试。

若要查看最近访问的五个项目，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最近访问”右侧的箭头。 你可以在此处选择最近访问的内容
来打开它。 仅列出最近访问的五个项目。

如果你最近访问的项目超过五个，请选择“查看所有”以打开“最近访问”屏幕（请参阅下方）。 还可以从左侧导航栏中
选择“最近访问”，或“最近访问”  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cen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26dr2PsEpk


后续步骤

在此处，你可以按照在各个仪仪表板表板、报报表表和工作簿工作簿选项卡以及在应应用用屏幕上操作的方式与内容进行交互。

Power BI 服务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页面
2018/6/28 • • Edit Online

添加新的空白页

复制页面

后续步骤

报表页面不必挤得满满的，只要添加新的空白页面即可。

添加和复制某个报表页面需要对该报表拥有编辑权限。 在 Power BI 服务中，这意味着会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
报表。

选择黄色加号图标，然后键入页面的新名称。

在 “编辑视图” 中，从顶部控制栏选择 “复制此复制此页页” 图标。

你的新页面已创建并成为活动页面。 若要重命名，请在选项卡上双击名称以突出显示，然后键入新名称。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服务中进行重命名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add-pag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向 Power BI 服务报表添加筛选器（在“编辑视
图”中）
2018/6/28 • • Edit Online

TIPTIP

“编辑视图”和“阅读视图”中报表筛选器的区别是什么

NOTENOTE

Power BI 筛选器窗格中可用的筛选器

我们建议先阅读关于 Power BI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本文中的此示例展示 Power BI 服务。 不过这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步骤几乎完全相同。

可使用下列两种模式与报表交互：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而筛选功能会根据你所用的模式来提供。

在“编辑视图”中，可以添加报表、页面和视觉对象筛选器。 保存报表时，筛选器将随之一起保存。 在“读取视
图”中查看报表的人可以与你添加的筛选器交互。
在“读取视图”中，可以与报表中已存在的任意报表、钻取、页面和视觉对象筛选器交互，但不能添加新的筛
选器。 但是，即使是在移动应用中查看报表，即使离开报表后返回，你在“筛选器”窗格中进行的更改也会随
报表一起保存下列。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报表“编辑视图编辑视图 ”中创建筛选器。 有关“读取视图”中的筛选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报表“读取视图”中与
筛选器交互。

不管使用 Desktop 还是 Power BI 服务，“筛选器”窗格都显示在报表画布的右侧。 如果未看到“筛选器”窗格，请
选择右上角的“>”图标将其展开。

有四种类型的筛选器。

页页面面筛选筛选器器可应用于报表页面上的所有视觉对象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筛选筛选器器可应用于报表页面上的单个视觉对象

钻钻取取筛选筛选器器可应用于报表中的单个实体

报报表表筛选筛选器器可应用于报表中的所有页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add-filter.md


向特定可视化效果添加筛选器（又称视觉筛选器）

通通过筛选过筛选可可视视化效果中已有的字段化效果中已有的字段

因为筛选器具有持久性，即当你离开报表时，Power BI 将保留你对筛选器、切片器和其他数据视图的更改。 所
以当你返回报表时，可以从离开的位置继续。 如果不希望保留你对筛选器的更改，请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重置
为默认值”。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

通过筛选可视化效果已在使用的字段

通过标识可视化效果尚未使用的字段，并将该字段直接添加到“视觉级筛选器”存储桶中。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打开“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窗格和“字段”窗格（如果尚未打开）。

3. 选择视觉对象，将其激活。 视觉对象使用的所有字段在“字段”窗格已标识并在“筛选器”窗格中列出来
（在“视级筛选器”标题下方）。



4. 此时将向可视化效果已在使用的字段添加筛选器。

向下滚动到“视觉对视觉对象象级筛选级筛选器器”区域，然后选择箭头以展开要筛选的字段。 在本示例中，将筛
选“StoreNumberName”

设置“基本”、“高级”或“前 N 个”筛选控件（请参阅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在本示例中，将选择“基
本”筛选并在数值 10 、11 、15 和 18 旁放置选中标记。



视觉对象会随新的筛选器而变化。 如果将报表与筛选器一起保存，则报表读者可以在“阅读视
图”中通过选择或清除值的方式与筛选器交互。

5. 现在我们将一个全新的字段作为“视觉级筛选器”添加到可视化效果中。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要添加为新视觉对象级筛选器的字段，然后将它拖到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级筛选级筛选

器器”区域区域中。 在本示例中，我们将“区域经理”拖动到“视觉级筛选器”存储桶并仅选中“Andrew
Ma”。

请注意，“区域经理”未添加到可视化效果本身。 可视化效果仍由轴“StoreNumberName”和值“本
年度销售额”组成。



向整个页面添加筛选器（又称页面视图筛选器）

添加钻取筛选器

创创建建钻钻取取筛选筛选器器

此外，现在已将可视化效果本身筛选为仅显示 Andrew 本年度在指定商店的销售额。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打开“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窗格和“字段”窗格（如果尚未打开）。

3.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要添加为新页面级筛选器的字段，然后将它拖动到“页面级筛选器”区域中。

4. 选择要筛选的值，设置“基本”或“高级”筛选控件（请参阅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在此筛选器的影响下，将重新绘制页面上的所有可视化效果以反映更改。

如果将报表与筛选器一起保存，则报表读者可以在“阅读视图”中通过选择或清除值的方式与筛选器交互。

通过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钻取，可以创建一个侧重于特定实体（如供应商、客户或制造
商）的目标报表页。 现在，从其他报表页中，用户可以右键单击该实体的数据点并钻取到已设定焦点的页。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在编辑视图中打开客户盈利率示例。 我们假设你需要一个侧重于管理层业务领域的页。

1. 向报表中添加一个新页，并将其命名为“管理人员团队”。 这将是钻取目标页。



使用使用钻钻取取筛选筛选器器

向整个报表添加筛选器（又称报表筛选器）

2. 添加可跟踪团队管理层业务领域的关键指标的可视化效果。

3. 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称”添加到钻取筛选器。

请注意，Power BI 向报表页添加了一个后退箭头。 选择后退箭头可使用户返回到初始报表页，即他们选
择进行钻取时所在的页。 后退箭头仅在阅读视图中可用。

让我们来看看钻取筛选器的工作原理。

1. 从“团队记分卡”报表页开始操作。

2. 假设你是 Andrew Ma，并且你希望看到管理人员团队报表页仅筛选出你的数据。 从左上角区域图表中，
右键单击任意绿色数据点打开钻取菜单选项。

3. 选择“钻取”>“管理人员团队”钻取到名为“管理人员团队”的报表页。 在你是 Andrew Ma 的情况下，对该
页进行筛选以显示有关右键单击的数据点的相关信息。 只有“钻取筛选器”框中的字段才会被传递到钻取
报表页。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打开“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窗格和“字段”窗格（如果尚未打开）。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3.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要添加为新报表级筛选器的字段，然后将它拖动到“报表级筛选器”区域中。

4. 选择要筛选的值（请参阅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活动页面上的视觉对象与报表中所有页面上的视觉对象都会随新的筛选器而变化。 如果将报表与筛选
器一起保存，则报表读者可以在“阅读视图”中通过选择或清除值的方式与筛选器交互。

5. 选择后退箭头返回到上一个报表页。

某些情况下，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与页面级别筛选器会返回不同的结果。 例如，添加视觉对象级别筛选
器时，Power BI 会筛选聚合结果。 默认聚合为“求和”，不过你也可以更改聚合类型。

然而，添加页面级别筛选器时，Power BI 会在不聚合的情况下进行筛选。 这是因为页面可能有多个视觉
对象，而且每个视觉对象可能使用不同的聚合类型。 因此，该筛选器会应用于每个数据行。

如果未看到“字段”窗格，请确保你处于报表编辑视图中

如果对筛选器进行了大量更改，而希望返回报表作者的默认设置，请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重置为默认
值”。

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在报表的“阅读视图”中与筛选器和突出显示交互

更改报表视觉对象相互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的方式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保存报表
2018/6/28 • • Edit Online

TIPTIP

保存保存报报表：表：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在 Power BI 中更改报表后，可以将其保存、保存为新名称，或将其关闭而不保存更改。 假设你打开报表、创建可
视化效果，并将其固定到仪表板。 如果不保存更改而关闭，则将在仪表板上保留磁贴，但不会在报表中保存可视
化效果。 在仪表板上单击该磁贴时，报表将打开，但可视化对象不存在于报表中。

请注意哪些工作区处于活动状态，以便可以找到保存的报表。 将报表保存到活动工作区。

1. 如果你尝试通过导航离开报表，并且报表有更改，则 Power BI 将显示一个提示。

2. 保存报表的另一种方法是选择“文件文件”>“保存保存”或“另存另存为为”。 如果你处于阅读视图中，则只能看到“另存为”选
项。

3. 如果这是一个新报表（保存）或现有报表的新版本（另存为），请为其提供一个描述性名称。 报报表将添加到活表将添加到活

动动工作区工作区。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sav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通过导入数据集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新报表
2018/7/1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导入数据集

你已经阅读了 Power BI 中的报表，并且现在想要创建你自己的仪表板。 创建报表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在本文中，
我们将通过使用 Power BI 服务从 Excel 数据集创建一个非常基本的报表开始。 了解创建报表的基础知识后，单击
底部的下一步下一步可转到更高级的报表主题。

提示提示：若要通过复制现有报表创建报表，请参阅复制报表

Power BI 服务（有关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的信息，请参阅 Desktop 报表视图）
零售分析示例数据集

此创建报表方法从数据集和空白报表画布开始。 若要遵循此方法，请下载零售分析示例 Excel 数据集并将其保存
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首选）或进行本地保存。

1. 我们将在 Power BI 服务的工作区中创建报表，因此，请选择现有工作区或新建一个工作区。

2. 在左侧导航窗格底部选择“获取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create-new.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8


向报表添加径向仪表

3. 选择“文件”并导航到你保存零售分析示例的位置。

4. 对于此练习，请选择“导入”。

5. 在导入数据集后，选择“查看数据集”。

6. 查看数据集实际上将打开报表编辑器。 你将看到一个空白画布和报表编辑工具。

提示提示：如果你不熟悉报表编辑画布，或需要刷新程序，则需要了解报表编辑器后才能继续。

在导入数据集后，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的首席营销官 (CMO) 想要知道我们距离本年度的销售目标还有多
远。 仪表是用于显示此类信息的一个不错的可视化效果选择。

1.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销售额” > “本年度销售额” > “值”。



2. 从“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仪表模板 ，将视觉对象转换为仪表。

3. 将“销售额” > “本年度销售额” > “目标”拖动到“目标值”框。 似乎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目标。

4. 现在就可以保存报表了。



向报表添加区域图表和切片器

CMO 还需要我们回答一些其他问题。 她还希望了解本年度销售额与去年销售额的对比情况。 而且她希望按地区
查看结果。

1. 首先，我们在画布上腾出一些空间。 选择仪表，并将它移动到右上角。 然后拖拽任一角并使其变小。

2. 取消选中仪表。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销售额” > “本年度销售额” > “值”，然后选择“销售额” > “去年销售
额”。

3. 从“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区域图表模板 ，将视觉对象转换为区域图表。

4. 选择“时间” > “时间段”以将其添加到“轴”框。

5. 若要对可视化效果按时间段排序，请选择省略号，然后选择“按时间段排序”。



后续步骤

6. 现在添加切片器。 选择画布上的空白区域，然后选择“切片器”。  模板。 将在画布上添加空的切片器。

7. 从“字段”窗格中，选择“地区” > 地区”。 移动切片器并重设切片器大小。

8. 使用切片器按地区查找模式和见解。

继续浏览数据并添加可视化效果。 当你发现尤为值得关注的见解时，将它们固定到仪表板。

向报表添加新页面

了解如何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的“编辑视图”中与报表进行交互
2018/7/17 • • Edit Online

仅在编辑视图中可用的功能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可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和编辑报表。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在“编辑视图”中创建和
编辑报表。 而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在“报表视图”中创建和编辑报表。 本文介绍了 Power BI 服务中
的“编辑视图”。

Power BI 服务有两种与报表交互的模式 -- 针对报表使用者的阅读视图以及针对报表所有者和创建者的“编辑
视图”。 共享报告和编辑他人创建的报告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如果没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仍然能
够创建报表，但无法共享。

在报表的“编辑视图”中，你可以自由地浏览和设计报表。 所有阅读视图中的功能都可用 -- 并且还有更多的功
能。 “编辑视图”仅适用于报表的创建者，或者作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或管理员共同拥有报表的同事。

看看左侧目录中“报表”标题下的主题列表。 这是一个长列表，其中许多主题都涵盖 仅适用于你拥有报表编辑
权限 的功能。 为了帮助你导航目录，以下操作将需要在“编辑视图”下执行：

创建、编辑、重命名、共享和删除报表。

添加、重命名、重新排列和删除报表页。

设置报表格式。

向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文本框和形状。

添加视觉对象级别、页级别和报表级别筛选器并设置视觉对象交互。

创建刷新计划。

问答 - 在报表中提问
显示用于创建可视化对象的数据

设置钻取

复制报表页面

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能编辑他人创建的报表，并与他人分享你的报表。 如果没有 Power BI Pro 许可
证，仍然能够创建报表，但无法共享。

返回 Power BI 服务中的“阅读视图”和“编辑视图”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interact-with-a-report-in-editing-view.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Excel 中分析
2018/7/31 • • Edit Online

要求

工作原理

开始使用“在 Excel 中分析”

有时，你可能希望使用 Excel 查看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并与之交互。 借助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不仅可以做到这一

点，还可以基于 Power BI 中存在的数据集访问 Excel 中的数据透视表、图表和切片器功能。

使用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时有以下几点要求：

Microsoft Excel 2010 SP1 和更高版本支持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

Excel 数据透视表不支持对数值字段进行拖放聚合。 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必须具有预定义的度量值 。
某些组织可能有组策略规则，导致无法对 Excel 安装所需的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更新。 如果无法安装更新，请与
管理员联系。

在 Excel 中分析需要 Pro 许可证。 若要详细了解免费版与 Pro 许可证之间的功能差异，请参阅 Power BI 免
费版与 Power BI Pro。

从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或报表关联的省略号菜单 (…) 中选择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之后，Power BI 会创建一个
.ODC 文件并将其从浏览器下载到你的计算机。

在 Excel 中打开该文件后，将显示空的数据透数据透视视表表和字段字段列表以及来自 Power BI 数据集的表、字段和度量值。
你可以创建数据透视表和图表，并分析该数据集，就像在 Excel 中处理本地数据集一样。

.ODC 文件有一个 MSOL AP 连接字符串，该字符串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当你分析或处理数据
时，Excel 会在 Power BI 中查询该数据集，并将结果返回到 Excel。 如果该数据集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实时
数据源，Power BI 会查询该数据源，并将结果返回到 Excel。

“在 Excel 中分析” 对以下数据集和报表非常有用：连接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或 多维 数据库的数据集和报表，
或者来自包含数据模型（模型度量值是使用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创建而成）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的数据集和报表。

在 Power BI 中，选择报表或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菜单（报表或数据集名称旁边的 ...），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
择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nalyze-in-excel.md


安装安装  Excel  Excel 更新更新

NOTENOTE

登登录录到到  Power BI Power BI

拥拥有多个有多个  Power BI  Power BI 帐户帐户的用的用户户

首次使用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时，需要对 Excel 库安装更新。 系统会提示你下载并运行 Excel 更新（这将启动
SQL_AS_OLEDDB.msi Windows Installer 程序包的安装）。 此程序包将安装 Microsoft AS OLE DB Provider
for SQL Server 2016 RC0（（预览预览版）版）。

务必选中“安装 Excel 更新”对话框中的“不再显示此信息”。 此更新只需安装一次。

如果需要为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再次安装 Excel 更新，可以通过 Power BI 中的下下载载图标下载更新，如下图所示。

即便你已经在浏览器中登录 Power BI，在 Excel 中首次打开新的 .ODC 文件时，也会看到使用 Power BI 帐户登
录 Power BI 的提示。 这会对 Excel 到 Power BI 的连接进行身份验证。

某些用户拥有多个 Power BI 帐户，这些用户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使用某个帐户登录到 Power BI，但有权
访问“在 Excel 中分析”中所用数据集的帐户是不同的帐户。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尝试访问“在 Excel 工作簿中分
析”中所用的数据集，你可能会遇到禁止禁止错误或登录失败。

你有机会再次登录，届时你可以使用有权访问“在 Excel 中分析”所访问的数据集的 Power BI 帐户登录。 也可以
从 Excel 的 Power BI 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它标识了你当前所用的登录帐户，并提供一个链接，允许



启用数据启用数据连连接接

NOTENOTE

开始分析

你注销（随后使用不同的帐户登录）。

若要在 Excel 中分析 Power BI 数据，系统会提示你验证 .odc 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验证后请选择启用启用。

本地数据集托管在 Analysis Services (AS) 数据库中的情况下，Power BI 租户的管理员可以使用“Power BI 管理门户”禁用“在
Excel 中分析”。 禁用该选项时，会对 AS 数据库禁用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但它仍可用于其他数据集。

Excel 已打开并且你有一个空数据透视表，现在可以对 Power BI 数据集执行各种分析。 借助“在 Excel 中分析”，
你可以创建数据透视表、图表、添加来自其他源的数据等等，就像使用其他本地工作簿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创
建包含各种数据视图的不同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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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共享

故障排除

请务必了解，使用“在 Excel 中分析”会向具有数据集访问权限的任何用户公开所有详细信息级别的数据。

你可以保存此 Power BI 数据集连接工作簿，就像保存任何其他工作簿一样。 但是，你不能将该工作簿发布或导
回到 Power BI，因为你只能将表中有数据或具有数据模型的工作簿发布或导入到 Power BI。 因为新工作簿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建立了连接，所以将其发布或导入到 Power BI 无疑是在兜圈子！

保存工作簿后，可以将它与组织中的其他 Power BI 用户共享。

当你与某位用户共享了你的工作簿，而该用户打开该工作簿时，他将看到你在上一次保存该工作簿时显示的数

据透视表和数据，但这些可能不是最新版本的数据。 若要获取最新数据，用户必须使用数据数据功能区上的刷新刷新按
钮。 由于工作簿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因此，尝试刷新工作簿的用户在首次尝试使用此方法更新时，必
须登录 Power BI 并安装 Excel 更新。

由于用户需要刷新数据集，但 Excel Online 不支持刷新外部连接，因此，建议用户在其计算机上的桌面版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有时，在使用 Analyze in Excel 期间可会能收意外的结果，或功能未按预期工作。 此页提供针对 Analyze in Excel
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交互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_xYsCbyHPw?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如果具有编辑报表的权限，则可以使用“视觉对象交互”，更改报表页上的可视化效果相互影响的方式。

默认情况下，报表页上的可视化组件可用于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页面上的其他可视化组件。 例如，在地图
可视化组件上选择一个州会突出显示柱形图并筛选折线图以便仅显示适用于该州的数据。 请参阅关于筛选和突
出显示。 如果具有支持钻取的可视化效果，在默认情况下，钻取某个可视化效果不会对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
效果造成影响。 但可以同时覆盖这两种默认行为，并且可以对每个可视化效果设置交互。

本文演示如何在 Power BI 服务编辑视图和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视觉对象交互”。 如果已与你共享了报
表，你将无法更改视觉对象交互设置。

词语“ 交叉筛选 ”和“ 交叉突出显示 ”用于区分本文描述的行为与使用“筛选筛选器器 ”窗格来筛选和突出显示可视化组件的效果。

1. 选择可视化组件并将其激活。

2. 显示“视觉对象交互”选项。

在 Power BI 服务中，从报表菜单栏中选择下拉列表。

在 Desktop 中，选择“格式”>“交互”。

3. 要打开可视化效果交互控件，请选择“编辑交互”。 Power BI 将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图标添加到报表
页上的所有其他可视化效果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s-visual-interaction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_xYsCbyHPw?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4. 确定所选的可视化组件需要对其他组件产生的作用。 然后，对报表页上的其他所有可视化效果重复执行
此操作（可选）。

如果应交叉筛选可视化效果，则选择“筛选”图标 。

如果应交叉突出显示该可视化效果，则选择“突出显示”图标 。

如果其无影响，则选择“无影响”图标 。

5. 要启用钻取控件，请选择“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现在，在可视化效果中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时，报
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将发生改变，以反映当前的钻取选择。

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报表的
相关提示和技巧
2018/6/28 • • Edit Online

Power BI Desktop
了解如何使用了解如何使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中的数据器中的数据类类型型

引用引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中的器中的查询查询

散点散点图图需要点需要点标识标识符符

报报表中的参考表中的参考线线

Target Value = 100

若要充分利用你的数据，有时你还需要一点帮助。 我们整理了一些提示和技巧，以便你在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Power BI 服务，以及启用了 Power Pivot 加载项且安装和启用了 Power Query 的 Microsoft Excel 2016
或 Excel 2013 Pro-Plus 版本中创建报表时可加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器与 Excel 2013 中的 Power Query 加载项功能很相似。 虽然 Power BI 支持中提
供了多篇有用的文章，但你可能还想在 support.office.com 上查看可帮助入门的 Power Query 文档。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 Power Query Resource Center（Power Query 资源中心）。

还可查看 Formula Reference（公式引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查询编辑器加载数据时，可以最佳估计的形式监测数据类型。 使用公式时，有时不会保
留列上的数据类型设置。 在执行下述操作后，应检查列上的数据类型是否正确：将数据初次加载到查询选项卡、第一
行用作标题、添加列、按条件分组、合并、追加，以及按住前首次加载数据。

要记住一个关键点是：数据网格中的斜体不表示数据类型设置正确，它仅表示数据不被视为“文本”。

在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编辑器浏览器中，右键单击某个查询时，会显示“引用”选项。 由于下述原因，此选项非常
有用：

将文件用作查询的数据源时，指向文件的绝对路径存储在查询中。 在分享或移动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或 Excel
workbook 时，可通过仅更新一次来更新路径，从而节省时间。

默认情况下，所有查询均加载到 Excel 工作表和/或数据模型。 某些查询是中间步骤，不用于最终用户。 按上述所提
方式引用查询时，通常是这种情况。 可右键单击浏览器中的查询并切换“启用加载”选项，从而控制查询加载行为。 如
果“启用加载”旁边没有勾号，则查询仍可用于查询选项卡且可与其他查询一同使用。 在与“合并”、“追加”和“引用”转
换配合使用时，此功能尤其有用。 但由于查询结果未加载到数据模型，此查询将不会打乱报表字段列表或数据模型。

举个例子，一个简单的表上记录了天气和进行读取的时间。 如果将其直接绘制在散点图上，Power BI 会将所有值都
聚合为一个点。 若要显示单独的数据点，将要在字段框的“详细信息”存储桶中添加一个字段。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执行此操作的一种简单方法是在“查询”选项卡上，使用“添加列”功能区中的“添加索引列”选项。

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列来定义参考线。 确定你要在其上创建参考线的表格和列。 在功能区中选择“新
建列”，然后在公式栏中键入以下公式：

无论在何处使用，此计算列都将返回值 100。 新列将在字段列表中显示。 将“目标值”计算列添加到折线图，以显示任
意时序如何与此特定参考线相关联。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s-tips-and-tricks-for-creating.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icrosoft-Power-Query-for-Excel-Help-2b433a85-ddfb-420b-9cda-fe0e60b82a94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Learn-about-Power-Query-formulas-6bc50988-022b-4799-a709-f8aafdee2b2f


按其他列排序按其他列排序

利用到必利用到必应应的提示，更的提示，更轻轻松地松地绘绘制地制地图图

对对地理字段地理字段进进行分行分类类以提示必以提示必应应的地理的地理编码编码

借助更具体的位置，改善地理借助更具体的位置，改善地理编码编码

= [Field1] & " " & [Field2]

查询阶查询阶段中的直方段中的直方图图

if([FieldName] \< 2) then "\<2 min" else
if([FieldName] \< 5) then "\<5 min" else
if([FieldName] \< 10) then "\<10 min" else
if([FieldName] \< 30) then "\<30 min" else
"longer")

在 Power BI 中将类别（字符串）值用于图表轴或在切片器/筛选器中使用时，默认顺序是按字母顺序。 如果需要重写
此顺序（例如针对每周天数或每月天数等项目），则可指示 Power BI Desktop 按其他列进行排序。若要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按列排序。

Power BI 与必应相集成，提供默认地图坐标（一个称为地理编码的过程），从而可更轻松地创建地图。 必应使用一些
算法和提示来尝试获得正确位置，但这只是最佳估计。 若要增加地理编码正确的可能性，可使用以下提示：

在创建地图时，通常会希望绘制国家/地区、州和城市。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如果在地理名称后面命名列，它将
有助于必应猜测你所希望显示的内容。 例如，如果某个字段具有美国州名（如“加利福利亚”和“华盛顿”），则对于“华
盛顿”这个词，必应可能会返回华盛顿特区（而不是华盛顿州）的位置。 将列命名为“州”将提升地理编码的功能。 对于
名为“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列也是如此。

在多个国家/地区这一上下文中考虑时，某些名称会引起歧义。 某些情况下，某个国家/地区会将“州”视为“省”、“县”或
一些其他名称。 通过构建将多个字段追加在一起的列并将其用于绘制数据位置，可以增加地理编码的准确性。 例如，
可传递“英格兰威尔特郡”而不是仅“威尔特”，以获取更准确的地理编码结果。

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中，可始终提供具体的维度和经度位置。 执行此操作时，还需要传递一个“位
置”字段，否则会默认聚合数据，导致经度和维度位置可能不与所期望的内容相匹配。

确保字段进行了正确的地理编码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设置数据字段上的“数据类别”。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
择所需表格，转至“高级”功能区，然后将“数据类别”设置为“地址”、“市/县”、“洲”、“国家/地区”、“乡镇”、“邮政编码”、
“州”或“省/市/自治区”。 这些数据分类有助于必应对数据进行正确编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有时（甚至于）设置可用于绘制地图的数据类别还不够。 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器生成街道地址等
更具体的位置。 使用“添加列”功能来构建自定义列。 再构建所需位置，如下所示：

然后，在地图可视化效果中使用生成的此字段。 此方法非常有助于从“送货地址”字段中生成常用于数据集的街道地
址。 要注意的一点是，串联仅适用于文本字段。 如有必要，请先向街道编号转换为文本数据类型，然后再将其用于生
成地址。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直方图有多种构建方法，我们首先讲最简单的，请参见以下内容：

最简单的直方图 - 确定哪个查询具有要在其上构建直方图的字段。 对查询使用“引用”选项来创建新查询，并将其命
名为“FieldName 直方图”。 使用“转换”功能区中的“分组依据”选项，然后选择“计行数”集合。 确保数据类型是所得聚
合列的编号。 然后就可在报表页上直观显示此数据。 这是快速而简单的构建方法，但是如果你具有多个数据点且不
允许跨视觉对象进行笔刷绘制，则这种方法不适用。

定义存储桶以构建直方图 - 确定哪个查询具有要在其上构建直方图的字段。 对查询使用“引用”选项来创建新查询，
并将其命名为“FieldName”。 现在，使用规则定义存储桶。 使用“添加列”功能区上的“添加自定义列”选项，然后生成自
定义规则。 一个简单的存储桶规则可能如下所示：



NOTENOTE

直方直方图图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创创建关系的相关提示和技巧建关系的相关提示和技巧

在数据有在数据有  NULL  NULL 或空白或空白值时值时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创创建关系建关系

确保数据类型是所得聚合列的编号。 接下来，可使用“最简单的直方图”中所述的技巧来使用组生成直方图。 此选项
可处理更多数据点，但仍不支持“笔刷绘制”功能。

定义支持笔刷绘制的直方图 - 笔刷绘制就是当视觉对象链接在一起的情况，以便当用户选择一个视觉对象中的数据
点时，报表页上的其他视觉对象将突出显示或筛选与所选数据点相关的数据点。 因为我们将在查询时操作数据，因
此需要创建表格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了解与直方图中的存储桶相关的详细信息项，反之亦然。

首先要在查询上使用“引用”选项，其中此查询具有想在其上构建直方图的字段。 将新查询命名为“存储桶”。 对于本
例，我们将原始查询称为“详细信息”。 接下来，删除所有列（将用作直方图存储桶的列除外）。 现在，使用查询中的“删
除重复项”功能；选择此列后，它将位于右键单击菜单上，从而使剩下的值均为列中的唯一值。 如果有十进制数字，
可先使用有关定义存储桶的提示来生成直方图，从而获得一组易于管理的存储桶。 现在，检查查询预览中显示的数
据。 如果看到空白值或 Null，则需要在创建关系之前对它们进行修复。 请参阅“在数据具有 Null 值或空白值时创建
关系”。 由于排序需要，使用此方法可能会产生问题。 若要获取存储桶以进行正确排序，请参阅“排列顺序：按所需顺
序显示分类”。

最好在生成视觉对象之前考虑排序顺序。

本过程中的下一步是在存储桶列上定义“存储桶”和“详细信息”查询之间的关系。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单击功能
区上的管理关系管理关系。 创建一个关系（其中“存储桶”位于左表，而“详细信息”在右表上），然后选择要用于直方图的字段。

最后一步是创建直方图。 拖动“存储桶”表中的“存储桶”字段。 从所生成的柱形图中删除默认字段。 现在将直方图字段
从“详细信息”表拖到相同的视觉对象中。 在字段框，将默认聚合更改为“计数”。 然后将生成直方图。 如果还通过“详
细信息”表创建了类似树状图的视觉对象，请在树状图中选择一个数据点以查看直方图高亮区，并显示与整个数据集
趋势相关的所选数据点的直方图。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使用计算字段来定义直方图。 确定要在其上创建直方图的表格和列。 在计算区域，键入
以下公式：

Frequency:=COUNTROWS(<列名>)

保存更改并返回到报表。 将<列名>和“频率”添加到表格，然后转换为条形图。 确保<列名>位于 x 轴上，“频率”计算
字段在 y 轴上。

通常在加载来自多个源的详细信息数据集时，null 值、空白值或重复值等问题将阻止你创建关系。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如果我们加载来自活动客户支持请求的数据集，还加载一个具有以下架构的工作项的数据集：

CustomerInicdents: {IncidentID, CustomerName, IssueName, OpenedDate, Status} WorkItems: {WorkItemID,
IncidentID, WorkItemName, OpenedDate, Status, CustomerName }

若想要跟踪与特定 CustomerName 相关的所有事件和工作项，则无法在这两个数据集之间简单创建一个关系。 某
些 WorkItems 可能与 CustomerName 无关，所以此字段会为空或 NULL。 对于任意给定
CustomerName，WorkItems 和 CustomerIncidents 中可能有多条记录。

数据集通常包含具有 null 值或空白值的列。 在尝试使用关系时，这可能会产生问题。 基本上，可有两个选项来处理
这些问题。 可删除具有 null 或空白值的行。 为此，可使用查询选项卡中的筛选器功能，或（如果正在合并查询），选
择“仅保留匹配行”选项。 此外，可将 null 或空白值替换为适用于关系的值，这通常是“NULL”和“(Blank)”等字符串。
此处无正确方法 - 在查询阶段筛选出行会删除行，并会影响汇总统计和计算。 后一种方法是保留数据行，但这会使



在数据具有重复在数据具有重复值时值时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创创建关系建关系

跳跳转转以开始使用以开始使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的模式器的模式

计计算出算出结结果后，可果后，可删删除除临时临时列列

复制或引用复制或引用查询查询，然后合并到原始，然后合并到原始查询查询

首次使用首次使用  DAX DAX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不相关的行在模型中显示为相关，导致计算错误。 如果采用后一种解决方案，请确保在视图/图表处使用筛选器（如
适用）以保证获取精确结果。 最重要的是，要评估保留/删除哪些行并了解对分析的整体影响。

通常，在加载来自多个源的详细数据集时，重复数据值将阻止你创建关系。 通过使用两个数据集中的唯一值来创建
维度，可克服此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如果我们加载来自活动客户支持请求的数据集，还加载一个具有以下架构的工作项的数据集：

CustomerInicdents: {IncidentID, CustomerName, IssueName, OpenedDate, Status} WorkItems: {WorkItemID,
IncidentID, WorkItemName, OpenedDate, Status, CustomerName }

若想要跟踪与特定 CustomerName 相关的所有事件和工作项，则无法在这两个数据集之间简单创建一个关系。 某
些 WorkItems 可能与 CustomerName 无关，所以此字段会为空或 NULL。 如果 CustomerNames 表中有任意空白
值或 null 值，可能仍无法创建关系 - 请参阅“在数据有 null 或空白值时创建关系”。 对于单个 CustomerName，可能
存在多个 WorkItems 和 CustomerIncidents。

若要在此情况下创建关系，需要跨这两个数据集就 CustomerNames 创建一个逻辑数据集。 在查询选项卡中，可使
用以下序列来创建逻辑数据集：

1. 复制这两个查询，将第一个命名为 Temp，第二个命名为 CustomerNames。
2. 在每个查询中，删除所有列（CustomerName 列除外）
3. 在每个查询中，使用删删除重复除重复项项。

4. 在 CustomerNames 查询中，选择功能区中的追加追加选项，然后选择 Temp 查询。
5. 在 CustomerNames 查询中，选择删删除重复除重复项项。

现在你拥有一个维度表，可用于关联到 CustomerIndicents 和包含各查询中所有值的 WorkItems。

查询编辑器功能非常强大，它可操作数据以对其进行整理和清理，使数据可用于进行可视化和建模。 下面是需注意
的几种模式。

通常，你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构建一个计算，将多列中的数据转换到单个新列中。 这可能很复杂。 克服此问
题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将操作分解为多个步骤。 首先复制初始列。 再生成临时列步骤。 然后，创建最终结果列。 随
后可删除临时列，使最终的数据集不杂乱。 这可能是由于查询选项卡按顺序执行步骤造成的。

有时这有助于计算数据集的汇总统计信息。 此操作的简单方法是复制或引用查询选项卡中的查询。然后使用分分组组依依
据据来计算汇总统计信息。 汇总统计信息可帮助你规范化原始数据中的数据，使其更加适于比较。 在将单独的值与整
体相比较时，此项尤其有用。 此次，请转到原始查询并选择“合并”选项。 然后合并汇总统计信息查询中按合适标识符
进行匹配的数据。 现在就可规范化分析所需的数据了。

DAX 是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公式语言。 它针对 BI 分析进行了优化。 与你仅使用 SQL（如查询语言）时可能熟
知的功能相比，它可能略有不同。 可参阅详尽的在线资料和宣传资料来了解 DAX。

了解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础知识

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引用

DAX 资源中心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1088.dax-resource-center.aspx


阅读阅读白皮白皮书书：：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表设计设计原原则则

阅读阅读和和//或或观观看看““如何在如何在  Power BI  Power BI 中中设计视觉设计视觉效果令人震撼的效果令人震撼的报报表（和表（和仪仪表板）表板）””

考考虑虑受众受众

呈呈现现一个情景，并将其保持在一个屏幕一个情景，并将其保持在一个屏幕

让让最重要的信息以最大字体最重要的信息以最大字体显显示示

但但请务请务必提供上下文必提供上下文

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顶顶部角落部角落

对对数据使用适当的可数据使用适当的可视视化效果并化效果并设设置其格式以方便置其格式以方便阅读阅读

本白皮书介绍了有关如何在 Power BI 中设计报表的最佳做法。 它从规划入手，介绍了可应用于报表及其页面和各
个视觉对象的设计原则。 其中许多最佳做法同样适用于设计仪表板。

社区成员 Miguel Myers 既是数据科学家又是图形设计师。

阅读博客

观看网络研讨会

可帮助他们做决定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如何使用报表？ 何种习得设定或文化设定可能会影响设计选择？ 你的受众
需要哪些信息才能成功？

将在什么位置显示报表？ 如果将在大型监视器上显示，你可在其上放置更多内容。 如果读者将在其平板电脑上查
看它，则更少的可视化效果将更具可读性。

每个报表页应一目了然地呈现一个情景。 你是否可以在你的页面上避免使用滚动条？ 报表是否太杂乱或太拥挤？
删除可以轻松读取和解释的基本信息以外的所有信息。

如果报表页上的文本和可视化效果大小相同，你的读者会很难将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信息上。 例如，卡片可视化效果
是突出显示重要数字的好办法：

使用文本框和工具提示等功能将上下文添加到可视化效果。

大多数人会从上到下阅读，因此将最高级别的详细信息置于顶部，并在你以受众阅读的方向移动时显示更多详细信

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避免出于多样性的目的而使可视化效果多样。 可视化效果应对图片润色，且应易于“阅读”和解释。 对于某些数据和可
视化效果，简单的图形可视化就足够了。 但其他数据可能会要求更复杂的可视化效果 - 确保使用标题和标签以及其
他自定义来帮助读者。

请谨慎使用扭曲实体的图表（即三维图表）和不从零开始的图表。 请记住，对人脑来说，很难解释圆形形状。 饼
图、环形图、仪表以及其他圆形的图表类型可能看起来相当美观，但是否可以使用其他视觉对象？

与轴上的图表比例、图表维序，以及用于图表内维度值的颜色保持一致。

务必恰当地对定量数据进行编码。 显示数字时，不要超过三个或四个数字。 对小数点左侧的一个或两个数字显
示度量值并显示千或百万的单位，即 3.4 百万，而不是 3,400,000。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how-to-design-visually-stunning-reports/
https://info.microsoft.com/CO-PowerBI-WBNR-FY16-04Apr-19-Design-Reports-in-PowerBI-Registration.html


了解更多关于最佳了解更多关于最佳仪仪表板表板设计设计的信息的信息

后续步骤

尽量避免混合精度级别和时间级别。 确保时间范围易于理解。 不要将上个月的图表置于该年度特定月份的已筛
选图表旁。

此外，尽量避免在同一比例上（如在折线图或条形图上）混合大度量值和小度量值。 例如，一个度量值可能以百万
计，其他度量值则以千计。 使用这种大比例，很难看出以千计的度量值的差异。 如果需要混合，则选择一个允许使
用第二个轴的可视化效果，如组合图。

避免使用不需要的数据标签打乱图表。 条形图中的值（如果足够大）通常易于了解，而不显示实际数。
请注意如何对图表进行排序。 如果你想要将注意点放在最高或最低的数字，则通过度量值进行排序。 如果希望用
户能够在许多其他类别中快速找到特定类别，则按轴进行排序。

如果类别少于八个，则饼图最佳。 由于不能并排比较值，所以在饼图中的比较值要比在条形图和柱形图中比较值
更难。 饼图有助于查看部分对整体的关系，而不利于将部分进行比较。 仪表盘则非常适合用于在目标上下文中
显示当前状态。

有关更多可视化效果特定指南，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一些我们最喜爱的书籍有：

Storytelling with Data，Cole Nussbaumer Knafic 著
Data points，Nathan Yau 著
The truthful Art，Alberto Cairo 著
Now You See It ，Stephen Few 著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Edward Tufte 著
Advanced Presentations Design，Andrew Abela 著

Power BI - 基本概念

Power BI 中的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服务中的分析窗格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使用分析窗格

通过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分析分析”窗格，可以向可视化效果添加动态参考行，并重点关注重要趋势或见解。

仅当在报表画布上选择视觉对象时才会显示“分析”窗格。

通过“分析分析”窗格，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动态参考行（并非所有的行都适用于所有视觉对象类型）：

X 轴恒线
Y 轴恒线
最小值线

最大值线

平均线

中线

百分位数线

若要查看视觉对象的可用动态参考行，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选择或创建视觉对象，然后从“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选择“分析分析”图标 。

2. 为想要创建的行类型选择向下箭头以展开其选项。 本示例中将选择“平均平均线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nalytics-pane.md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3. 若要创建新行，请选择“+ 添加”并确定用于创建行的度量值。 “度量值”下拉列表中会自动填充来自选定可视
化对象的可用数据。 让我们使用“打开商店计数”。

4. 对于线条提供了各种选项，例如可以颜色、透明度、样式和位置（与视觉对象的数据元素相关）。 若要为线条
添加标签，请为它提供一个标题，然后将“数据标签”滑块移至“开”。 在本示例中，我们为该线条指定标题“平
均# 打开商店”，并对其他几个选项进行自定义，如下所示。

5. 请注意“分析分析”窗格中的“平均平均线线”项旁显示的数目。 它指出目前在视觉对象上所拥有的动态行的数量和类型。
如果添加了“常量行”作为商店数目标 9，则可以看到“分析”窗格显示现在也有适用于此视觉对象的“常量
行”参考。

通过使用“分析分析”窗格创建动态参考行，可以突出显示各种有趣的见解。

如果所选择的视觉对象不能具有对其适用的动态参考行（本示例中为映射映射视觉对象），则会在选择“分析分析”窗格时看
到以下信息。



后续步骤

是否能使用动态参考行取决于正在使用的视觉对象的类型。 下表显示动态行当前适用的视觉对象：

动态行完全适用于以下视觉对象：

分区图

折线图

散点图

簇状柱形图

簇状条形图

以下视觉对象仅能使用“分析分析”窗格中的恒线：

堆积面积图

堆积条形图

堆积柱形图

百分比堆积条形图

百分比堆积柱形图

对于以下视觉对象，趋势线是当前仅有的选项：

非堆积折线图

簇状柱形图

最后，非笛卡尔视觉对象当前无法应用“分析分析”窗格中的动态行，例如：

矩形图

饼图

圆环图

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分析窗格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仪表板和报表的使用指标
2018/8/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为什么使用指标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如果你创建仪表板和报表，使用指标可帮助你了解它们的影响。 运行仪表板使用情况指标或报表使用情况指标
时，可查看整个组织使用这些仪表板和报表的情况 - 正在使用的内容、使用人员以及使用目的。

使用情况指标将跟踪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的报表的使用情况。 但是，使用情况指标不会通过“用户拥有凭据”或“应用拥有
凭据”流来跟踪仪表板和报表的嵌入。 使用情况指标也不会跟踪通过发布到 Web 嵌入的报表的使用情况。

这些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是只读的。 但是，可以通过使用“另存为”对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进行个性化处理。 这将创建
全新的数据集，并将只读报表转换为功能齐全的可编辑 Power BI 报表。 不仅个性化报表包含所选仪表板或报表的
指标，而且通过删除默认筛选器，现在还可以访问所选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所有报表的使用情况指标。 你甚至
可以看到最终用户的名称。

了解内容的使用方式有助于说明影响，并划分工作的优先级。 使用指标可能会显示组织的大部分部门每天会使用
其中一个报表，还可能会显示根本没人查看你创建的某个仪表板。 这种类型的反馈在指导工作方面极其重要。

仅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运行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但是，如果保存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或将其固定到仪表板，则可在
移动设备上打开该报表并与其交互。

使用指标功能可捕获所有用户的使用情况信息，无论用户分配的许可证为何。 不过，必须有 Power BI Pro 许可
证才能运行和访问使用情况指标数据。

所选工作区中的仪表板或报表中提供使用情况指标。 若要访问特定仪表板或报表的使用情况指标，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

• 拥有对仪表板或报表的编辑权限
• 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usage-metrics.md


关于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打开包含使用情况指标的仪表板或报表

选择“使用情况指标”或其图标  时，Power BI 会生成一个预生成报表，其中包含相应内容在过去 90 天内的使
用情况指标。 此报表与已熟悉的 Power BI 报表较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此报表仅供参考，无法进行交互。 基于最
终用户接收访问权限的方式以及他们是通过 Web 还是移动应用等方式访问，可以进行切片。仪表板和报表发生更
改时，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也会随之更改（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每天更新新数据）。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不会显示在“最新动态”、“工作区”、“收藏夹”或其他内容列表中。 不能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添加
到应用。 如果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的磁贴固定到仪表板，则该仪表板无法添加到应用或内容包中。

若要深入挖掘报表数据，或要根据数据集生成自己的报表，可使用“另存为”（请参阅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另存为功
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

1. 首先，转到包含仪表板或报表的工作区。

2. 在“工作区”内容列表或仪表板/报表本身中，选择“使用情况指标”图标 。

3. 首次执行此操作时，Power BI 会创建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并在创建完成后通知你。

4. 要打开结果，请选择“查看使用情况指标”。

部署或维护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时，使用情况指标将发挥巨大作用。 想知道报表的哪些页面最有用，哪
些页面应该逐渐淘汰？ 按“报表页”进行切片，即可找到答案。想知道是否应为仪表板生成移动布局？ 按“平



报表中包含哪些指标？

指指标标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说说明明

分发方法切片器 是 是 用户获取内容访问权限的方

式。 用户访问仪表板或报表
的方式可能有以下 3 种：成
为应用工作区的成员、将内

容与他们共享或安装内容包/
应用。 请注意，通过应用的查
看数被视为“内容包”。

平台切片器 是 是 是通过 Power BI 服务
(powerbi.com)，还是通过移
动设备访问仪表板或报表？

移动应用包括所有 iOS、
Android 和 Windows 应用。

报表页切片器 否 是 如果报表有多页，按已查看

的一个或多个报表页对报表

进行切片。 如果看到列表选
项为“空白”，这意味着报表页
为最近添加（新页的实际名称

将在 24 小时内显示在切片
器列表），并且/或者报表页已
删除。 “空白”可捕获此类情
况。

每日查看次数 是 是 每日总查看次数 - 查看的定
义为用户加载报表页或仪表

板。

每日的唯一身份查看者 是 是 查看了仪表板或报表的唯一

身份用户数（以 AAD 用户帐
户为依据）。

每用户查看次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查看次数，按
各用户细分。

每日共享次数 是 否 仪表板与其他用户或组进行

共享的次数。

总查看次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查看次数。

查看者总数 是 是 过去 90 天内的唯一身份查
看者人数。

NOTENOTE

台”进行切片，了解通过移动应用与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内容的用户数。

5. （可选）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之上，再选择“固定”图标，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仪表板。 也可以选择顶部菜
单栏中的“固定活动页面”，将整个页面添加到仪表板。 在仪表板中，可以更轻松地监视使用情况指标，或将
它们与其他人共享。

如果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的磁贴固定到仪表板，则该仪表板无法添加到应用或内容包中。



总共享次数 是 否 仪表板或报表在过去 90 天
内的共享次数。

组织中的总数 是 是 最近 90 天里整个组织中至
少被查看过一次的所有仪表

板或报表的计数。 用于计算
级别。

级别：总查看次数 是 是 根据过去 90 天内组织中所
有仪表板或报表的总查看次

数，确定此仪表板或报表的

级别。

级别：总共享次数 是 否 根据过去 90 天内组织中所
有仪表板的总共享次数，确

定此仪表板或报表的级别。

指指标标 仪仪表板表板 报报表表 说说明明

仪仪表板使用情况指表板使用情况指标报标报表表

报报表使用情况指表使用情况指标报标报表表



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另存为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个性化）

使用使用““另存另存为为””创创建的内容是什么？建的内容是什么？

使用使用““另存另存为为””创创建使用情况建使用情况报报表的副本表的副本

使用“另存为”可以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转换成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从而可以进行自定义和共享。 创建个性
化副本后，即会获得对基础数据集的完全访问权限，这样就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自定义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甚至可
以通过实时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功能，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自定义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更好的一点是，基础数据集包含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报表的使用情况详细信息。 这便释放出了许多其他可能
性。 例如，可以创建基于使用情况对工作区中的所有仪表板进行对比的报表。 或者，通过聚合 Power BI 应用中所
有分发内容的使用情况，为此应用创建使用情况指标仪表板。 请参阅下面的删除页面级别筛选器。

创建功能齐全的报表时，Power BI 还会新建一个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在过去 90 天里当前工作区中被访问的所
有仪表板或所有报表。 例如，假设有一个名为“销售额”的工作区，包含 3 个仪表板和 2 个报表，你在“东北”仪表板
上创建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然后你使用“另存为”进行个性化设置，将其转换为功能完备的报表。 此新报表的数
据集不仅包含名为“东北”的仪表板的使用情况指标，还包含“销售额”工作区中所有 3 个仪表板的使用情况指标。
默认情况下，报表将显示“东北”仪表板的数据，需要删除筛选器（单击）才能显示所有 3 个仪表板的数据。

使用“另存为”创建副本（个性化）时，Power BI 会将只读的预生成报表转换为功能齐全的报表。 从表面看，报表看上
去完全相同。 但是，现在能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添加新的可视化效果、筛选器和页面，以及修改或删除现有可
视化效果等。 Power BI 将全新报表和数据集保存到当前工作区中。 在下面的示例中，当前工作区是 mihart。

1. 在预生成的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中，依次选择“文件”>“另存为”。 此时，Power BI 会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转换
成功能齐全的 Power BI 报表。 这称为个性化使用情况指标报表。 个性化使用情况报表和数据集保存到当
前工作区 *mihart中。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connecting-to-datasets-in-the-power-bi-service-from-desktop


                        删删除除筛选筛选器以器以查查看工作区中的所有使用情况指看工作区中的所有使用情况指标标数据数据

2.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与报表进行交互，就像与其他任何 Power BI 报表进行交互一样。 例如，添加新页
面和生成新的可视化效果、添加筛选器、设置字体和颜色等。

3. 也可以从新数据集入手，从头开始生成报表。

4. 新建的报表会保存到当前工作区 mihart 中，并还会添加到“最近的创建”内容列表中。

若要查看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或所有报表的指标，必须删除筛选器。 默认情况下，个性化报表会进行筛选，仅显示
用于创建它的仪表板或报表的指标。

例如，如果使用名为“欧洲销售额”的仪表板创建此新的个性化报表，则仅显示“欧洲销售额”仪表板中的使用情况数
据。 若要删除筛选器，并启用该工作区中所有仪表板中的数据：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个性化报表。



管理员对使用情况指标的控制 - 适用于 Power BI 管理员

2. 在“筛选器”窗格中，找到“报表级别筛选器”桶，然后选择“x”将筛选器删除。

现在个性化报表将显示整个工作区的指标。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是 Power BI 或 Office 365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的一项功能。 管理员可以精确控制哪些用户
可以访问使用指标；默认情况下，对于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它们都处于“启用”状态。

1. 依次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的齿轮图标和“管理门户”，打开“管理门户”。

2. 在“管理门户”中，依次选择“租户设置”和“面向内容创建者的使用情况指标”。



国家云中的使用情况指标

注意事项和限制

3. 启用（或禁用）使用情况指标，然后选择“应用”。

默认情况下，每个用户的数据都启用了使用指标并在指标报表中包含内容创建者帐户信息。 如果不希望某些或所
有用户包含此信息，请为特定安全组或整个组织禁用此功能。 帐户信息随后会在报表中显示为“未命名”。

当禁用其整个组织的使用指标时，管理员可以使用“删除所有现有的使用指标内容”选项删除通过使用指标报表和
数据集构建的所有现有报表和仪表板磁贴。 此选项可以删除组织中可能已在使用的所有用户对使用指标数据的所
有访问内容。 请谨慎操作，因为删除现有的使用指标内容是不可逆转的操作。

Power BI 在单独的国家云中可用。 这些云提供与 Power BI 全局版本相同级别的安全性、隐私、符合性和透明度，
以及服务交付、数据驻留、访问和控制相关地方法规的唯一模型。 由于本地法规的这种唯一模式，使用情况指标不
适用于国家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国家云。

问：我无法在仪表板或报表上运行使用情况指标

答：你只能看到自己拥有或有权编辑的内容的使用情况指标。

问：使用情况指标会从嵌入的仪表板和报表中捕获视图吗？

答：使用情况情况指标目前不支持捕获嵌入的仪表板和报表的使用情况，包括用户拥有数据流，应用拥有数据流

和发布到 Web 流。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现有的 Web 分析平台来跟踪托管应用或门户的使用情况。

问：我根本无法对任何内容生成使用情况指标。

A1：管理员可以为组织关闭此功能。 请联系管理员以确定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A2：使用指标是 Power BI Pro 的一项功能。

问：数据好像不是最新的。 例如，没有显示分发方法、缺少报表页等。
答：数据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4 小时才能完成。

问：工作区中有 4 个报表，但使用情况指标报表只显示 3 个。
答：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仅包括在过去 90 天内访问过的报表（或仪表板）。 如果不显示某个报表（或仪表板），很可能
此报表已超过 90 天未被使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cloud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integrate-report


后续步骤

收藏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为报表创建 QR 码以供在移动应用中
使用
2018/6/28 • • Edit Online

为报表创建 QR 代码

打印 QR 代码

Power BI 中的 QR 代码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直接连接到相关的 BI 信息  无需进行导航或搜索。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为任何报表创建 QR 码，甚至包括无法编辑的报表。 然后，将 QR 码置于关键位置。 例如，
可以将代码粘贴到电子邮件，或将其打印出来并粘贴在特定位置。

与之共享报表的同事可以直接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QR 码来访问报表。 他们既可以使用 Power BI 应用中的 QR 码扫
描程序，也可以使用自己设备上安装的其他任何 QR 码扫描程序。 他们还可以使用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
用扫描报表 QR 码。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

2. 选择右上角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生成生成  QR 代代码码。

3. 将出现带有 QR 代码的对话框。

4. 你可以在此扫描 QR 代码或下载并保存该代码，以便可以：

将其添加到电子邮件或其他文档，或

将其打印出来并放在特定位置。

Power BI 可将 QR 代码生成为 JPG 文件，以备打印。

1. 选择下下载载，然后在连接到打印机的计算机上打开该 JPG 文件。

JPG 文件与磁贴同名。 例如，“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jpg”。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reate-qr-code-for-report.md


后续步骤

2. 以 100% 比例或“实际大小”打印文件。

3. 沿 QR 码的边缘进行裁剪，并将其粘附到与报表相关的位置上。

使用移动应用从真实世界连接到 Power BI 数据
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Power BI QR 码
创建磁贴的 QR 码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更改报表页的大小
2018/7/1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首先，让我们更改页面的“视图”设置

在上一篇文章和视频中，你学习了在 Power BI 报表中控制页面显示的两种方法：“视图”和“页面大小”。 Power BI 服
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都有页面“视图”和“页面大小”，而且外观和功能几乎完全相同。尽管如此，本教程将使用
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服务
“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1. 在阅读视图或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并选择“新商店”的报表选项卡。 默认情况下，此报表页在显示时使用“调
整到页面大小”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适应页面”将显示不带滚动条的报表，但是其中的一些详细信息和标题
因太小而无法阅读。

2. 请确保在画布上未选择可视化效果。 选择“视图”并查看显示选项。

在“阅读”视图中，你可以看到此项。

在“编辑”视图中，你可以看到此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change-report-display-settings.md


3. 让我们看看使用“实际大小”设置后页面看起来怎么样。

不好，仪表板现有两个滚动条。

4. 切换到“适应宽度”。

看起来好一些了，虽然仍有滚动条，但是可以更轻松地阅读详细信息。



更改报表页的默认视图

若为报表创建者，可以更改报表页的默认视图。 与其他人共享报表时，报表页使用已设置的视图打开。 报表使用者
可以更改视图，但无法在退出报表后立即保存所做的更改。

1. 在报表的“新店铺”页上，切换回“实际大小”视图。

2. 在“地区每月销售额”报表页上，将“视图”设置为“适应宽度”。

3. 在“概述”报表页上，保留默认“视图”设置。

4. 现在，依次选择“文件”>“保存”，保存此报表。 下次打开此报表时，报表页将使用新的“视图”设置显示。 请看
演示。

5. 从顶部导航栏中选择当前工作区的名称，以返回到该工作区。

6. 依次选择“报表”选项卡和同一报表（“零售分析示例”）。

7. 打开报表的每个页面，以查看新设置。



现在，让我们浏览页面大小设置

由于页面大小设置仅适用于编辑视图，因此必须拥有对报表的编辑（创建者）权限，才能更改页面大小设置。 如果已
连接到任意示例，即拥有对这些报表的创建者权限。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零售分析示例的“地区每月销售额”页。

2. 请确保在画布上未选择可视化效果。 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 。

3. 选择“页面大小”>“类型”，以显示页面大小选项。

4. 选择“字母”。 在画布上，只有适应 816 x 1056 像素（字母大小）以内的内容才可以保留在画布的空白区域。



结合使用页面“视图”和“页面大小”

5. 选择“页面大小”“16:9”。

使用 16:9 的宽高比显示报表页。 若要查看使用的实际像素大小，请查看灰色的宽度和高度字段 (1280 x
720)。 报表画布周围有很多空白部分，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将“视图”设置为“适应宽度”。

6. 继续探讨“页面大小”选项。



结合使用页面“视图”和“页面大小”，可以创建在与同事共享或嵌入另一应用程序时外观最佳的报表。

在本练习中，你将创建一个报表页，它将显示于可容纳宽 500 像素、高 750 像素的应用程序中。

记得在上一步中，报表页当前显示为宽 1280 像素、高 720 像素。 因此我们知道，如果希望所有视觉对象都适应页
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大小调整和重新排列。

1. 调整并移动视觉对象，使其可放入当前画布区域一半大小以下的空间。

2. 选择“页面大小”>“自定义”。

3. 将宽度设置为 500，高度设置为 750。

4. 调整报表页以使其达到最佳显示效果。 在“视图”>“实际大小”和“视图”>“调整到页面大小”之间切换以便调
整。



后续步骤

为 Cortana 创建报表

返回到 Power BI 报表中的页面显示设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对报表中的页面重新排序
2018/6/28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在 Power BI 中，报表由一个或多个页面组成。 每个页面的底部都有一个标签。 要对报表重新排列，只需选择标签并
将其拖动到新位置即可。

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reorder-page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复制报表页面
2018/7/20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复制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页需具备报表的编辑权限。 在 Power BI 服务中，这意味着会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报表。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OKbxTXZrWw?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1. 在 Power BI 中，打开至少包含一个页面的报表。

2. 在顶部控制栏中选择“复制此页”。

你的新页面已创建并成为活动页面。

3. 可选择重命名报表页。

有关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的详细信息
向报表添加新页面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copy-paste-pag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OKbxTXZrWw?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报表从 Power BI 服务导出到 Power BI Desktop（预
览）
2018/6/27 • • Edit Online

下载 .pbix 报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通过保存报表并选择“ 发发布布  ”来导出（也称为“ 下载 ”）报表至 Power BI 服务。 也可以
从其他方向导出，并将报表从 Power BI 服务下载至 Desktop。 无论导出方向如何，导出文件的扩展名都是 .pbix。

有几个需要牢记的限制和注意事项，将稍后在本文中讨论。

若要下载 .pbix 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NOTENOTE

1. 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编辑视图中，打开要下载的报表。

2. 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 “文件文件”>“下下载报载报表表”。

只能下载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后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和更新的报表。 否则，Power BI 服务中的“ 下载报表
”菜单选项为灰显。

3. 在创建 .pbix 文件的同时，系统会显示状态横幅来提示你进度。 在文件就绪后，系统会提示你打开或保存此
.pbix 文件。 文件名与报表名相匹配。

现在可以选择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pbix 文件。

4. 若要立即在 Desktop 中打开报表，请选择“打开”。 若要将文件保存到特定位置，请依次选择“保存”>“另存
为”。 如果尚未准备好，请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在 Desktop 中打开报表时，可能会看到警告消息，告知你在 Power BI 服务报表中提供的某些功能在 Desktop
中可能不可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export-to-pbix.md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publishingandsharing?tutorial-step=2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mWqU5jiUl0

5.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编辑器与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编辑器非常相似。

从 Power BI 服务下载（导出）.pbix 文件时，须遵循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若要下载文件，必须具有编辑报表的权限

报表必须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且必须在 Power BI 服务中发布。或者，必须已将 .pbix 文件上载到 Power
BI 服务中。
报表的发布或更新日期必须晚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在该日期前发布的报表无法下载。
此功能对最初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创建的报表及内容包均不适用。
应始终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最新版本打开下载的文件。 在 Power BI Desktop 的非当前版本中可能无法
打开下载的 .pbix 文件。
如果你的管理员已关闭了导出数据的功能，则该功能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将不可见。
不能将包含递增刷新的数据集下载到 .pbix 文件。

查看有关此功能的 Guy in a Cube 一分钟视频：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文章，可帮助你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务：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一旦安装了 Power BI Desktop，以下内容可帮助你快速启动和运行：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mWqU5jiUl0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通过在 URL 中添加查询字符串参数来筛选报表
2018/7/11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QFtN8nvM4A?list=PLv2BtOtLblH3YE_Ycas5B1GtcoFfJXavO&showinfo=0

用于筛选的查询字符串参数语法

筛选一个字段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时，报表的每一页都有自己的专属 URL。 若要筛选报表页，可以使用报表画布上的“筛
选器”窗格。 也可以向 URL 添加查询字符串参数来筛选报表。 你可能有一个要向同事展示的报表，你希望为同事预
筛选报表。 方法之一是，从报表的默认 URL 入手，向 URL 添加筛选参数，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向同事发送完整的
URL。

语法相当简单；从报表 URL 入手，然后依次添加问号和筛选语法。

URL?filter=表表/字段字段  eq '值值 '

表表和字段字段名称区分大小写，值值不区分大小写。

报表视图中隐藏的字段仍可供筛选。

必须用单引号将值值括起来。

字段类型必须为数字或字符串

表和字段名称中不能有任何空格。

如果仍感到困惑，请继续阅读，我们将分部分讲解。

假设我们的报表 URL 如下。

从上文中的地图可视化效果可以看出，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有商店。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url-filter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QFtN8nvM4A?list=PLv2BtOtLblH3YE_Ycas5B1GtcoFfJXavO&showinfo=0


NOTENOTE

NOTENOTE

筛选多个字段

?filter=Store/Territory eq 'NC'

?filter=Store/Territory eq 'NC' and Store/Chain eq 'Fashions Direct'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sDGKxOaC8w?showinfo=0

使用使用  DAX  DAX 来来对对多个多个值进值进行行筛选筛选

本示例以“零售分析”示例为依据“。

若要从报表中筛选出“NC”（北卡罗来纳州）商店的数据，请在 URL 后面追加以下内容：

?filter=Store/Territory eq 'NC'

NC 是“Store”表的“Territory”字段中存储的值。

我们的报表针对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筛选；报表页上的所有可视化效果都只显示北卡罗来纳州的数据。

还可以通过将其他参数添加到 URL 来筛选多个字段。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筛选器参数。

要对其他字段进行筛选，请添加 and  以及与上述格式相同的另一个字段。 示例如下。

对多个字段进行筛选的另一方法是创建将两个字段合并成一个值的计算列。 然后，便可以筛选此值。

例如，我们有以下两个字段：“Territory”和“Chain”。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新建一个计算列（字段），并将其命名
为“TerritoryChain”。 请注意，字段字段名称中不能有任何空格。 下面是此计算列的 DAX 公式。

TerritoryChain = [Territory] & " - " & [Chain]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然后使用 URL 查询字符串筛选出 NC 中 Lindseys 商店的数据。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sDGKxOaC8w?showinfo=0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8d6e300b-696f-498e-b611-41ae03366851/ReportSection3?
filter=Store/TerritoryChain eq 'NC–Lindseys'

将筛选后的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固定到磁贴中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使用查询字符串参数筛选报表后，便可以将此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中。 仪表板上的磁贴会显示筛选
出的数据，选择相应的仪表板磁贴会打开用于创建磁贴的报表。 不过，使用 URL 执行的筛选结果未与报表一起保
存，选择仪表板磁贴后打开的报表处于未经筛选的状态。 也就是说，仪表板磁贴中显示的数据与报表可视化效果中
显示的数据不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希望查看不同的结果（仪表板上显示筛选后的数据，报表中显示未经筛选的数据），那么这就会

非常有帮助。

使用查询字符串参数时，需要注意两点。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可以通过将报表参数包含到报表 URL 中来传递报表参数。 这些 URL 参数不带前
缀，因为它们被直接传递到报表处理引擎。

查询字符串筛选不适用于发布到 Web 或 Power BI Embedded。
字段类型必须为数字或字符串。

表和字段名称中不能有任何空格。

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注册免费试用版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pass-a-report-parameter-within-a-url?view=sql-server-2017.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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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筛选器将报表视觉对象限制为仅显示需要的内容

限制报表页上的视觉对象

优化你的模型

DirectQuery 和实时连接：了解基础数据源的性能

本文将介绍如何在 Power BI 中构建快速可靠的报表

视觉对象需要显示的数据越多，加载视觉对象的速度越慢。 虽然此道理显而易见，但很容易忘记。 例如：假设你有一
个大型数据集。 基于此数据集，你可以使用该表的一个表生成报表。 最终用户在此页上使用切片器来获取他们所需
的行 - 通常他们只对某几十行感兴趣。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采用表未经筛选的默认视图 - 即显示全部的 100M+ 行。 这些行的数据必须加载到内存中并在每
次刷新时解压缩。 这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内存负载。 解决方案：使用“Top N”筛选器减少表显示的最大项数。 最大项数
可以比用户所需行数大得多，例如 10,000。 因此，最终用户体验没有变化，但报表的内存使用率却下降了数个数量
级，而且性能也相应得到提高。

对于报表中的所有视觉对象，强烈建议采用以上类似的方法。 问问自己，是否需要此视觉对象中的所有数据？ 是否
有方法可将视觉对象中显示的数据量滤除，而又不会对最终用户体验造成过多影响？ 请注意，尤其是表会产生大量
费用。

上述原则同样适用于特定报表上的视觉对象数量。 强烈建议将特定报表上的视觉对象数量限制为仅包括必需的视
觉对象。 钻取页面是一个可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而无需将更多视觉对象插入到报表中的好方法。

一些最佳做法：

如果可能，应删除未使用的表或列。

避免对高基数（即，数百万个不同的值）字段进行非重复计数。

请采取措施，以避免使用具有不必要精度和高基数的字段。 例如，你可以将高度唯一的日期/时间值拆分为不同
的列 - 例如月、年、日期等。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舍入高精度字段来减少基数（例如 13.29889 - > 13.3）。
尽可能使用整数而不是字符串。

谨慎对待需要测试表中每一行的 DAX 函数（例如 RANKX），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函数可以按照表的大小线性
增长，以指数级增加运行时间和内存需求。

通过 DirectQuery 连接到数据源时，请考虑为通常经过重新筛选或切片的列添加索引，这将会大大提高报表的响
应能力。

有关优化 DirectQuery 数据源的更多指南，请参阅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 DirectQuery。

在 DirectQuery 或实时连接的情况下，当用户访问 Power BI 报表时，Power BI 会实时将查询发送到基础数据源。
数据源返回查询数据后，报表就会呈现。 因此，这些情况下的报表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数据源的性能。

在这些情况下，了解基础数据源的性能非常重要。 不同的数据源具有用于理解查询性能的不同工具。 例如，SQL
Server 和 Azure SQL 提供了查询数据存储，可以捕获查询历史记录及其运行时统计信息。

作为一条经验法则，当部署基于 DirectQuery 和实时连接构建的 Power BI 报表时，请试用最终用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所做的操作。 如果报表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加载缓慢，那么为最终用户加载服务的速度几乎肯定会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s-performance.md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analysisservices/2017/04/06/directquery-in-sql-server-2016-analysis-services-whitepaper/


DirectQuery 最佳做法

DB DB 设计设计指南指南

建模指南建模指南

常常规规

了解仪表板和查询缓存

NOTENOTE

了解自定义视觉对象性能

通过 SQL 事件探查器和 Power BI Desktop 深入探索查询性能

慢。

以下部分介绍通过 DirectQuery 进行连接的常规最佳做法。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计算列和度量值推送到源 - 距离源越近，性能提升的可能性就越高。
优化！ 了解查询的执行计划，为常用筛选列等添加索引等。

从 Power BI Desktop 开始。
避免在查询编辑器中定义复杂的查询。

请勿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相对日期筛选。

最初保持简化度量值，然后以增量方式增加复杂性。

避免计算列和唯一标识符列之间存在关系。

尝试在关系上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 - 在很多情况下，这可以显著提高查询性能。

首次应用筛选器。

考虑关闭视觉对象之间的交互 - 这将有助于降低用户交叉突出显示时的查询负载。
如上所述，限制视觉对象的数量和每个视觉对象的数据。

启用“行级别安全性”可能会导致性能发生重大变化。 确保测试用户假定的不同行级别的安全角色。
请注意，服务会强制执行查询级别超时，以确保长时间运行的查询无法独占系统资源。 超过 225 秒的查询将超
时并导致视觉对象级别错误。

当加载仪表板时，固定到仪表板的视觉对象由查询缓存提供。 相反，在访问报表时，会在运行时生成针对数据源的
查询 - Power BI 服务（在导入情况下）或你指定的数据源（在 DirectQuery 或实时连接的情况下）。

将实时报表磁贴固定到仪表板上时，它们不会从查询缓存中提供，相反，它们的行为类似于报表，会在运行时对后端核心进行查

询。

顾名思义，与依赖数据源相比，从查询缓存中检索数据可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性能。 利用此功能的一种方法是将仪
表板作为用户的首个登录页。 将经常使用且请求次数较高的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 通过这种方式，仪表板成为有
价值的“第一道防线”，可通过容量上的较低负载提供稳定的性能。 用户仍然可以单击查看报表以了解详情。

请注意，对于 DirectQuery 和实时连接，此查询缓存是通过查询数据源进行定期更新的。 默认情况下，更新频率为
每小时一次，不过也可以在数据集设置中进行配置。 每个查询缓存更新都会将查询发送到基础数据源来更新缓存。
生成的查询数量取决于在依赖于该数据源的仪表板上固定的视觉对象数量。 请注意，如果启用了“行级别安全性”，
则会为每个不同的安全性上下文生成查询。 例如，如果你具有用户可以使用的两种不同角色与两种不同的数据视
图，则在查询缓存刷新期间会生成两组查询。

确保将每个自定义的视觉对象通过其节奏来确保高性能。 自定义视觉对象优化欠佳可能会对整个报表性能产生负
面影响。



NOTENOTE

网关最佳做法

要深入了解哪些视觉对象占用最多时间和资源，可以将 SQL 事件探查器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以对查询性能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Power BI Desktop 支持连接到诊断端口。 诊断端口允许连接到其他工具并执行跟踪以进行诊断。 不支持对模型进行任何更
改！更改模型可能会导致损坏和数据丢失。

说明如下所示：

1. 安装安装  SQL Server Profiler 并运行并运行  Power BI Desktop

SQL Server Profiler 作为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一部分提供。

2. 确定确定  Power BI Desktop 正在使用的端口正在使用的端口

使用管理员特权运行命令提示符或 PowerShell，并使用 netstat 查找 Power BI Desktop 正在用于分析的端
口：

> netstat -b -n

输出应该是应用程序及其开放端口的列表，例如：

TCP [::1]:55786 [::1]:55830 ESTABLISHED

[msmdsrv.exe]

查找 msmdsrv.exe 使用的端口，并将其写下来以供将来使用。 在本例中，你可以使用端口 55786。

3. 将将  SQL Server Profiler 连连接到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从“开始”菜单启动 SQL Server Profiler
“文件” > “新建跟踪”
服务器类型：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名称：localhost:[上面找到的端口号]
在下一个屏幕中，选择“运行”
现在，SQL 事件探查器处于活动状态，并主动分析 Power BI Desktop 发送的查询。
执行查询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各自的持续时间和 CPU 时间，使用这些信息可以确定哪些查询是瓶颈。

通过 SQL 事件探查器，你可以识别占用最长 CPU 时间的查询，这相对可能就是性能瓶颈。 执行这些查询的视觉对
象则应成为持续优化的焦点。

本地数据网关是将 Power BI 服务与本地数据连接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同时，如果规划不善，也可能成为报表性
能的瓶颈。 对于 DirectQuery/实时连接数据集来说更是如此，其中所有查询和查询响应通过网关传输。 以下是确保
高性能网关的一些最佳做法：

使用企业模式，而不是个人模式。

针对网关建议的硬件规格 - 8 个 CPU 内核、16 GB RAM。
设置监视 - 在网关计算机上设置性能监视，了解网关是否变得过载而成为瓶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地数据
网关故障排查。

纵向扩展或扩大 - 如果网关确实成为瓶颈，则考虑纵向扩展（即，将网关移至有更多 CPU 和 RAM 的功能更强大
的计算机上），或扩大（例如，将数据集拆分到不同的网关）。

单独导入与 DirectQuery - 如果扩大，请考虑将负责导入的网关与负责 DirectQuery 的网关分开。



网络延迟

后续步骤

网络延迟可增加请求到达 Power BI 服务以及传输响应所需的时间，从而影响报表的性能。 Power BI 中的租户被分
配一个特定区域。 通过导航到 powerbi.com，在右上角选择“?”， 然后选择“关于 Power BI”，你可以查看租户的“主
页”区域。 当来自租户的用户访问 Power BI 服务时，他们的请求将始终被路由到此区域。 请求到达 Power BI 服务
后，服务就可以发送其他请求（例如，到基础数据源或网关的请求），这也会受到网络延迟的影响。

诸如 Azure 速度测试之类的工具，可以提供客户端与 Azure 区域之间的网络延迟的指示。 一般来说，为了尽量降低
网络延迟的影响，请争取使数据源、网关和 Power BI 群集尽可能地靠近。 如果网络延迟成为一个问题，你可以尝试
通过将网关和数据源放在虚拟机上来查找与 Power BI 群集更近的网关和数据源。

要进一步改善网络延迟状况，请考虑使用 Azure ExpressRoute，它能够在客户端与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创建更快、
更可靠的网络连接。

规划 Power BI 企业部署，并提供有关大规模 Power BI 部署的全面指导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 DirectQuery
[YouTube] 在 Power BI 中构建快速可靠的报表
[YouTube] Power BI 企业部署

http://azurespeedtest.azurewebsites.net/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expressroute/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analysisservices/2017/04/06/directquery-in-sql-server-2016-analysis-services-whitepap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iJABR7XX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EWICvICM


在 Power BI 中与 ArcGIS 地图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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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TIP

TIPTIP

用户须知

选择工具

本主题是从在 Power BI 服务、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使用 ArcGIS 地图的人员的角度进行编
写。 创建者与你共享 ArcGIS 地图后，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相应地图进行交互。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创建 ArcGIS
地图，请参阅 ESRI ArcGIS 地图教程。

ArcGIS 地图和 Power BI 的结合将超越地图点表示法的地图绘制技术提升到全新水平。 可以使用“基本地图”、“位
置类型”、“主题”、“符号样式”和“引用层”选项，创建极具描述性的地图可视化效果。 将地图上的权威数据层（如统计
数据）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可以让用户更深入地了解可视化效果中的数据。

GIS 指的是地理信息科学。

我们使用的示例就是在 ESRI ArcGIS 地图教程中创建的 ArcGIS 地图。 它按城市显示去年销售额，并使用街道基本
地图、表示大小的气泡符号和平均家庭收入引用层。 此地图包含 3 个大头针和一个驾驶时间半径区域（紫色）。

请访问 ESRI 上的 Power BI 页面，查看多个示例并阅读用户感言。 然后查看 ESRI 的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入门页。

同事首次与你共享 ArcGIS 地图时，Power BI 会显示一条提示。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由
Esri(www.esri.com) 提供，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时，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和隐私策略。 若要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视觉对象，Power BI 用户必须接受同意对话框。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有三种选择模式。 一次最多可选择 250 个数据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s-arcgis.md
https://www.esri.com/powerbi
https://doc.arcgis.com/en/maps-for-powerbi/get-started/about-maps-for-power-bi.htm
http://www.esri.com


与 ArcGIS 地图交互

 选择单个数据点。

 在地图上绘制一个矩形框来选择包含的数据点。 按 CTRL 可以选择多个矩形区域。

 利用引用层中的边界或多边形来选择所包含的数据点。

具体可以使用哪些功能取决于你是创建者（地图创建者）还是使用者（其他人与你共享了 ArcGIS 地图）。 如果是以
使用者的身份与 ArcGIS 地图进行交互（亦称阅读视图），则可执行下列操作。

与其他可视化效果类型一样，可以固定到仪表板、查看和/或导出基础数据，并在焦点模式和全屏模式下查看
地图。

展开“筛选器”窗格，以使用筛选器浏览地图。 关闭报表时，不会保存所应用的筛选器。

如果地图有引用层，请选择要在工具提示中显示详细信息的位置。 此时，我们选择的是亚当斯县，以查看创
建者在地图中添加的平均家庭收入引用层中的数据。



TIPTIP

在此示例中，我们还看到一个图表。 选择图表的条形，以深入探究数据。 此时，我们看到亚当斯县 79 个家庭
的收入不低于 200,000 美元。

选择箭头可以查看其他任何图表。

将鼠标悬停在基本地图位置符号之上，在工具提示中显示详细信息。

建议放大地图来选择特定位置。 否则，如果位置重叠，Power BI 可能会一次显示多个工具提示。 选择箭头可以切换工具
提示

如果创建者已将信息图层添加到 ArcGIS 地图，地图右上角会显示其他数据。 例如，在此示例中，地图创建者
添加了“未满 14 岁的儿童”。



注意事项和限制

服服务务 /应应用用 是否支持是否支持

Power BI Desktop 是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是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 是

Power BI 发布到 Web 否

Power BI Embedded 否

Power BI 服务嵌入 (PowerBI.com) 否

以下服务和应用支持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如何运作？如何运作？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由 Esri (www.esri.com) 提供。 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时，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和隐私策略。 Power BI 用户如果希望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视觉对象，则需要接受同意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同意》）。 使用 Esri 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时，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和隐私策略，同意对话框具有相关链接。 每个用户在首次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之前，必须同意条款和隐私策略。 一旦用户接受同意，绑定到视觉对象的数据至少会发送到 Esri 的服务以进行
地理编码，这意味着将位置信息转换为可以在地图中表示经度和纬度的信息。 应该假定可以将绑定到数据可视化
效果的任意数据发送到 Esri 的服务。 Esri 提供基本地图、空间分析和地理编码之类的服务。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觉对象与使用 SSL 连接的这些服务进行交互，该连接由 Esri 提供和维护的证书保护。 可以从 Esri 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产品页获取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其他信息。

当用户通过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注册由 Esri 提供的 Plus 订阅时，他们与 Esri 建立了直接关系。 Power BI 不
向 Esri 发送有关用户的个人信息。 用户使用自己的 AAD 身份登录并信任 Esri 提供的 AAD 应用程序。 通过此操
作，用户直接与 Esri 共享其个人信息。 一旦用户将 Plus 内容添加到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觉对象，其他
Power BI 用户也需要 Esri 的 Plus 订阅才能查看或编辑该内容。

有关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工作原理的详细技术问题，请通过其支持站点与 Esri 联系。

ArcGIS 地地图图未未显显示示  
在不支持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的服务或应用中，可视化效果将显示为带 Power BI 徽标的空视觉对象。

地地图图上并非上并非显显示我的所有地址示我的所有地址  
对街道地址进行地理编码时，只会对前 1500 个地址进行地理编码。 对地名或国家/地区进行地理编码时，没有前
1500 个地址限制。

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需要付费吗？

http://www.esri.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3
https://www.esri.com/powerbi


后续步骤

所有 Power BI 用户都可以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无需额外付费。 此组件由 Esri 提供，应在本文前
面所述的由 Esri 提供的使用条款及隐私政策的限制下使用此组件。

我看到关于我看到关于缓缓存已存已满满的的错误错误消息消息

我们正在修复此 bug。 在此期间，请选择错误消息中的链接，了解如何清除 Power BI 缓存。

是否能够离线查看 ArcGIS 地图？

否，Power BI 需要网络连接才能显示地图。

获取帮助：Esri 提供了有关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功能集的综合文档。

可以在 Power BI 社区中与适用于适用于  Power BI 的的  ArcGIS 地地图图相关的帖子中提问题和查找最新信息，报告问题并查
找答案。

如果有改进建议，可以将建议提交到 Power BI 建议列表。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产品页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877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8771
https://ideas.powerbi.com
https://www.esri.com/powerbi


立刻从 Excel 工作簿变为出色的报表
2018/6/28 • • Edit Online

准备数据

将 Excel 文件上传到 Power BI

你的经理在下班前想要查看有关你最新的销售数据以及上一市场活动影响的报表。 但最新数据位于各种第三方系
统上以及便携式计算机上的文件中。 以前，创建视觉对象和设置报表格式需要几个小时。 你开始感到焦虑。

别担心。 凭借 Power BI，你可以立刻创建出色的报表。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从本地系统上传 Excel 文件、创建新报表，并将其与同事共享 - 所有操作均在 Power BI 内进行。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 Excel 文件作为示例。 在将 Excel 文件加载到 Power BI 之前，必须在平面表中组织数据。 这意
味着每一列都包含相同的数据类型 - 例如，文本、日期、数字或货币。 应该有一个标题行，但不应存在任何显示总数
的列或行。

接下来，将数据格式设置为表格。 在 Excel 中，在主页选项卡上的样式组中，选择格式化格式化为为表表。 选择要应用到工作
表的表格样式。 Excel 工作表现已准备好加载到 Power BI 中。

Power BI 将连接到多个数据源，包括位于计算机上的 Excel 文件。 若要开始，请登录到 Power BI。 如果还未注
册，你可以免费注册。

你想要创建新仪表板。 打开“我的工作区”，然后选择“新建”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rom-excel-to-stunning-report.md
https://powerbi.com


生成报表

选择“仪表板”，输入名称，然后选择“创建”。 随即显示新仪表板，但其中不包含任何数据。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在“获取数据”页上，从“导入或连接到数据”下的“文件”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在“文件”页中，选择本地文件本地文件。 导航到计算机上的 Excel 工作簿文件，然后选择它以加载到 Power BI 中。 选择“导
入”。

注意注意：若要按照本教程其余部分的说明进行操作，请使用财务示例工作簿。

Power BI 导入 Excel 文件后，将开始生成报表。 “你的数据集已就绪”消息出现后，选择“查看数据集”。 Power BI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并显示报表画布。 “可视化效果”、“筛选器”和“字段”窗格位于右侧。

请注意，你的 Excel 工作簿表数据将在“字段”窗格中显示。 在表的名称下方，Power BI 会将列标题作为单个字段列
出。



现在可以开始创建可视化效果。 你的经理想要查看一段时间的利润。 在“字段”窗格中，将利利润润拖动到报表画布。 默
认情况下，Power BI 将显示条形图。 接下来，将日期日期拖动到报表画布。 Power BI 将更新条形图以按日期显示利润。

提示提示：如果你的图表外观与你所期望的不同，请检查你的聚合。 例如，在“值”上右键单击你刚才添加的字段，并
确保数据以你期望的方式进行聚合。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 Sum。

你的经理想要知道哪个国家/地区的盈利最多。 使用地图可视化效果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选择画布上的空白区域，
然后只需从“字段”窗格中将国家国家/地区地区和利利润润字段拖动到其中即可。 Power BI 将创建一个地图视觉对象，其中的气
泡代表每个位置的相对利润。



怎么显示按产品和市场细分显示销售额的视觉对象呢？ 简单。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销售额”、“产品”和“细分市
场”字段旁边的复选框。 Power BI 将立即创建一个条形图。 通过在“可视化效果”菜单中选择一个图标来更改图表的
类型。 例如，将其更改为堆积条形图。 若要对图表进行排序，请选择省略号 (...) > 排序依据排序依据。

将所有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 现在便可以将其与同事共享。



共享仪表板

你想要与经理 Paula 共享仪表板。 你可以与任何具有 Power BI 帐户的同事共享仪表板和基础报表。 他们可以与你
的报表进行交互，但不能保存更改。

若要共享你的报表，可在仪表板顶部，选择共享共享。

Power BI 将显示“共享仪表板”页面。 在顶部区域中，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在下面的字段中添加消息。 若要
允许收件人将你的仪表板与他人共享，请选择允允许许收件人共享收件人共享仪仪表板表板。 选择共享共享。



后续步骤

Power BI 服务入门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 Excel 工作簿文件中获取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支持哪些类型的工作簿？

具有数据范具有数据范围围或数据表的工作簿或数据表的工作簿

具有数据模型的工作簿具有数据模型的工作簿

NOTENOTE

具有与外部数据源的具有与外部数据源的连连接的工作簿接的工作簿

具有具有  Power View  Power View 表、数据透表、数据透视视表和表和图图表的工作簿表的工作簿

数据类型

为 Power BI 准备工作簿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2wy4XgQIu0

保存工作簿文件的位置不同会有所差异

Microsoft Excel 是使用最广泛的企业应用程序之一。 也是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的最常见方式之一。

Power BI 支持导入或连接至在 Excel 2007 和更高版本中创建的工作簿。 工作簿必须另存为 .xlsx 或 .xlsm 文件
类型，并且小于 1 GB。 本文中所述的某些功能仅在更高版本的 Excel 中可用。

如果你的工作簿中包含具有数据范围的简单工作表，则要在 Power BI 中充分利用你的数据，请务必将这些范
围格式化为表。 这样一来，在 Power BI 中创建报表时，你将会在“字段”窗格中看到已命名的表和列，从而更轻
松地实现数据可视化。

工作簿可以包含一个通过使用链接表 Power Query（Excel 2016 中的获取并转换）或 Power Pivot 加载一个或
多个数据表的数据模型。 Power BI 支持所有数据模型属性，如关系、度量、层次结构和 KPI。

无法在 Power BI 租户中共享具有数据模型的工作簿。 例如，使用 contoso.com 帐户登录到 Power BI 的用户不能与使用
Power BI 登录帐户从 woodgrovebank.com 登录的用户共享 Excel 工作簿。

如果使用 Excel 连接到外部数据源，则工作簿位于 Power BI 中后，你可以基于来自该连接数据源的数据创建
报表和仪表板。 此外，你还可以将计划刷新设置为自动将权限连接到数据源并获取更新。 你将不再需要通过
Excel 中的“数据”功能区手动刷新。 将会基于该数据源中的数据自动更新仪表板报表和磁帖中的任意可视化对
象。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PowerView 表和数据透视表以及图表在 Power BI 中是否会显示取决于工作簿文件的保存位置以及你选择将
其导入 Power BI 的方式。 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说明。

Power BI 支持以下数据类型：整数、十进制数、货币、日期、True/False、文本。 将数据标记为 Excel 中的特定数
据类型将改善 Power BI 体验。

观看此有用的视频，了解有关如何确保为 Power BI 准备好 Excel 工作簿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excel-workbook-file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2wy4XgQIu0


  一个 Excel 工作簿 – 两种使用方式

将将  Excel  Excel 数据数据导导入到入到  Power BI Power BI

本地本地  - 如果你将工作簿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本地驱动器或组织中的其他位置，则你可以将文件加载到
Power BI。 你的文件实际上一直保存在本地驱动器中，因此整个文件并未真正导入到 Power BI。 实际上，在
Power BI 中创建的新数据集以及工作簿中的数据和数据模型（如果有）将加载到数据集中。 如果你的工作簿具
有任何 Power View 工作表，则这些工作表会显示在你的 Power BI 网站中的“报表”下。 Excel 2016 还有发发
布布功能（在“文件”菜单下）。 使用发发布布实际上与通过 Power BI 使用“获取数据 > 文件 > 本地文件”相同，但是，
如果你定期对工作簿进行更改，则前者通常能更轻松地在 Power BI 中更新数据集。

OneDrive - 企企业业  – 如果你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并且使用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帐户登录到其中，这是
将 Excel 中的工作与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保持同步的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法。由于
Power BI 和 OneDrive 都位于云中，Power BI 大约每小时会连接你在 OneDrive 上的工作簿文件一次。 如果
发现任何更改，你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会在 Power BI 中自动更新。 就像你将工作簿保存到本地驱动器中
一样，你还可以使用“发布”立即更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和报表；否则 Power BI 将自动同步（通常在一小时之
内）。

OneDrive - 个人个人  – 如果你将工作簿文件保存到你自己的 OneDrive 帐户，你会像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样获得很多相同优势。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首次连接至你的文件（使用“获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个人”）时，你将需要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这通常与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帐户不同。 当使
用你的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 时，请务必选择“使我保持登录状态”选项。 这样一来，Power BI 将能够
大约每小时连接你的工作簿文件一次，并确保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和报表同步。

SharePoint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团队网站与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致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你从 Power BI 连接到文件的方式。 你可以指定一个 URL 或连接到根文件
夹。

如果你将工作簿文件保存到 OneDrive，则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

当你选择“导入”时，表和/或数据模型中支持的任何数据将导入到 Power BI 中的新数据集中。 如果你有任何
Power View 工作表，将作为报表在 Power BI 中重新创建。

你可以继续编辑工作簿。 保存所做的更改后，它们将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通常大约在一小时之内）。
如果你需要更即时地满足需求，只需再次单击“发布”，而所做的更改便会立即导出。 同样，也会更新报表和仪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中中连连接、管理和接、管理和查查看看  Excel Excel

从 Power BI 导入或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本地 Excel 工作簿

表板中的任何可视化效果。

如果你已使用“获取并转换数据”或 Power Pivot 将数据加载到数据模型中，或者如果你的工作簿的 Power
View 表中包含你想要在 Power BI 中查看的可视化对象，请选择此选项。

在 Excel 2016 中，你还可以使用“发布 > 导出”。 几乎是相同的操作。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当你选择“连接”时，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 Power BI 中，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那样。 但与 Excel Online 不同，
你会有一些出色的功能，可帮助你将各元素从你的工作表固定仪表板中。

不能在 Power BI 中编辑你的工作簿。 但是，如果你需要进行一些更改，你可以单击“编辑”，然后选择在 Excel
Online 中编辑你的工作簿或在计算机上的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你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会保存到 OneDrive 上
的工作簿中。

当选择这种方式时，不会在 Power BI 中创建任何数据集。 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 Power BI 工作区导航窗格中
的“报表”下。 已连接的工作簿具有特殊的 Excel 图标。

如果你只在工作表中有数据，或者具有要固定到仪表板的范围、数据透视表和图表，请选择此选项。

在 Excel 2016 中，你还可以使用“发布 > 上传”。 几乎是相同的操作。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1. 在 Power BI 的导航窗格中，单击“获取数据”。

2. 在“文件”中，单击“获取”。

3. 查找你的文件。

4. 如果工作簿文件位于 OneDrive 或 SharePoint-团队网站，请选择“导入”或“连接”。

你还可以使用本地 Excel 文件，并将其上传到 Power BI。 只需从上一个菜单中选择“本地文件”，然后导航到保
存 Excel 工作簿的位置。



选择后，选择将你的文件上传到 Power BI。

上传你的工作簿后，你会看到一条通知，说明工作簿已经准备就绪。

准备就绪后，你可以在 Power BI 的“报表”部分找到该工作簿。



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网站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使用 Excel 2016 中的发发布到布到  Power BI 功能实际上与使用 Power BI 中的“获取数据”导入或连接到你的文件
相同。 我们在此将不会进行详细介绍，但你可以查看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了解详细信息。

工作簿文件太大？ 查阅减小 Excel 工作簿的大小以便在 Power BI 中进行查看。

目前，当你选择“导入”时，Power BI 只会导入属于已命名表或数据模型的数据。 因此，如果工作簿不包含已命
名表、Power View 表或 Excel 数据模型，你可能会看到如下错误：“我们在 Excel 工作簿中找不到任何数据”。
本文介绍如何修复你的工作簿，然后重新导入。

浏览浏览你的数据你的数据  - 将文件中的数据和报表导入到 Power BI 后，就可以浏览文件了。 只需右键单击新的数据集，
然后单击“浏览”。 如果你在步骤 4 中选择连接到 OneDrive 上的工作簿文件，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报表中。 单
击工作簿时，它将在 Power BI 中打开，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一样。

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 如果你的 Excel 工作簿文件连接到外部数据源，或你从本地驱动器导入，你可以设置计划刷新，以
确保你的数据集或报表始终为最新。 在大多数情况下，设置计划刷新非常容易，但本文不会进行详细介绍。 若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从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获取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保存文件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从 Power BI 导入或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IMPORTANTIMPORTANT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轻松处理商业智能任务和报表。 无论你是要连接众多类型的数据源、查询和转换数
据、对数据进行建模，还是要生成功能强大的动态报表，Power BI Desktop 可方便你直观、快速地执行商业智能任
务。 如果你不熟悉 Power BI Desktop，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并生成几个报表后，即可将保存的文件导入 Power BI 服服务务。

本地本地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本地驱动器中或者组织中的其他位置，则可导入或从 Power BI Desktop 发
布文件，以便将其数据和报表加入 Power BI。 你的文件实际上一直保存在本地驱动器中，因此整个文件并未真正移
动到 Power BI。 实际上，在 Power BI 中创建的新数据集以及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和数据模型将加载到数据
集中。 如果你的文件有任何报表，则这些报表会显示在你的 Power BI 网站中的“报表”下。

OneDrive - 企企业业  – 如果你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并且使用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帐户登录到其中，这是将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工作与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保持同步的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法。由于
Power BI 和 OneDrive 都位于云中，Power BI 大约每小时会连接你在 OneDrive 上的文件一次。 如果发现任何更
改，你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会在 Power BI 中自动更新。

OneDrive - 个人个人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自己的 OneDrive 帐户，你会像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样获得很多
相同优势。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首次连接至你的文件（使用“获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个人”）时，你将
需要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这通常与你用于登录到 Power BI 的帐户不同。 当使用你的 Microsoft 帐
户登录 OneDrive 时，请务必选择“使我保持登录状态”选项。 这样一来，Power BI 将能够大约每小时连接你的文件
一次，并确保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SharePoint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团队网站与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致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你从 Power BI 连接到文件的方式。 你可以指定一个 URL 或连接到根文件夹。

可以导入 Power BI 的最大文件大小为 1 千兆字节。

1. 在 Power BI 的导航窗格中，单击**“获取数据”。。

2. 在“文件”中，单击“获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desktop-files.md


将文件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

后续步骤

3. 查找你的文件。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具有 .PBIX 扩展名。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发布”效果与使用 Power BI 中的“获取数据”相同，都可导入本地驱动器上的文件或连
接到 OneDrive 上的文件。 下面介绍了快速操作方法，但也可参阅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以了解详细信息。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单击文件文件  > 发发布布  > 发发布到布到  Power BI，或在功能区上单击发发布布。

2. 登录到 Power BI。 仅首次使用使需执行此操作。

完成后，你将获得一个链接，使用该链接将在 Power BI 网站中打开报表。

浏览浏览你的数据你的数据  - 将文件中的数据和报表导入到 Power BI 后，就可以浏览文件了。 如果你的文件中已包含报表，则
这些文件将显示在报报表表的导航器窗格中。 如果你的文件仅包含数据，你可以创建新报表：右键单击新数据集，然后
单击浏览浏览即可。

刷新外部数据源刷新外部数据源  - 如果你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连接到外部数据源，你可以设置计划的刷新，以确保数据集始
终处于最新状态。 在大多数情况下，设置计划刷新非常容易，但本文不会进行详细介绍。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
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什么是查询参数？
2018/7/17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服务查看和编辑参数

查询参数是由报表创建者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添加的。 报表创建者可使用参数根据一个或多个参数值将报表组
成多个部分。 例如，报表创建者可创建参数将数据限制到单个国家/地区，或使用参数来限制字段（例如日期、时间
和文本）可接受的格式。

在 Desktop 中定义参数后，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时，参数设置和选择将随该报表一起移动。 可使用 Power
BI 服务查看和编辑某些参数设置（例如定义和描述可接受值的参数），但限制可用数据的参数除外。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齿轮图标  打开“设置”。

2. 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并突出显示列表中的数据集。

3. 展开参数。 如果所选数据集没有参数，则将看到一条消息，其中带有指向“了解有关查询参数的详细信息”的链
接。 如果数据集具有参数，但展开参数标题会显示这些参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arameters.md


后续步骤

查看参数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灰显字段是不可编辑的内容。

添加简单参数的一个特别方法是修改 URL。



从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中获取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TIPTIP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同会有所差异

导入或连接到 .CSV 文件

IMPORTANTIMPORTANT

逗号分隔值文件（通常称为 .CSV）是简单的文本文件，其中数据行中的每个值用逗号隔开。 这些类型的文件可以在
相对较小的文件中包含大量数据，使其成为 Power BI的理想数据源。 你可以在此处下载一个示例 .CSV 文件。

如果你已有 .CSV 文件，现在就可以将其作为数据集导入到你的 Power BI 网站，在其中你可以开始浏览数据、创建
一些仪表板，并与他人共享你的见解。

很多组织使用每天更新的数据输出 .CSV。 若要确保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与更新后的文件保持同步，请确保该文件以相同的名
称保存到 OneDrive 中。

本地本地  -如果你将 .CSV 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本地驱动器中或者组织中的其他位置，则在 Power BI 中，你可以将文
件导入到 Power BI。 你的文件实际上一直保存在本地驱动器中，因此整个文件并未真正导入到 Power BI。 实际情
况则是在 Power BI 中创建的新数据集以及 .CSV 中的数据会加载到数据集中。

OneDrive - 企企业业  – 如果你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并且使用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帐户登录到其中，这是将
.CSV 文件与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保持同步的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法。由于 Power BI 和
OneDrive 都位于云中，Power BI 大约每小时会连接你在 OneDrive 上的文件一次。 如果发现任何更改，你的数据
集、报表和仪表板会在 Power BI 中自动更新。

OneDrive - 个人个人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自己的 OneDrive 帐户，你会像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样获得很多
相同优势。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首次连接至你的文件（使用“获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个人”）时，你将需
要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这通常与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帐户不同。 当使用你的 Microsoft 帐户登
录 OneDrive 时，请务必选择“使我保持登录状态”选项。 这样一来，Power BI 将能够大约每小时连接你的文件一次，
并确保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SharePoint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团队网站与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致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你从 Power BI 连接到文件的方式。 你可以指定一个 URL 或连接到根文件夹。

可以导入 Power BI 的最大文件大小为 1 千兆字节。

1. 在 Power BI 中的导航窗格中，单击“获取数据”。

2. 在“文件”中，单击“获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mma-separated-value-files.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9356


后续步骤

3. 查找你的文件。

浏览浏览你的数据你的数据  - 将文件中的数据导入 Power BI 后，就可以浏览文件了。 只需右键单击新的数据集，然后单击“浏
览”。

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 如果你的文件保存到本地驱动器中，你可以设置计划刷新，以便让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和报表保持最
新状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如果你的文件保存到 OneDrive 中，Power BI 将大约
每小时自动与该文件同步一次。



Power BI 中的实时流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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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集的类型

推送数据集推送数据集

通过 Power BI 实时流式处理，可以流式处理数据并实时更新仪表板。 可以在 Power BI 中创建的任何视觉对象或仪
表板也可以创建为显示和更新实时数据和视觉对象。 流式处理数据的设备和源可以是工厂传感器、社交媒体源、服
务使用情况指标和其他可从其收集或传输时间敏感数据的任何设备。

本文介绍如何在 Power BI 中设置实时流式处理数据集。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务必了解设计为在磁贴（和仪表板）中
显示的实时数据集的类型以及这些数据集的不同之处。

有三种类型的实时数据集设计用于在实时仪表板上显示：

推送数据集

流式处理数据集

PubNub 流式处理数据集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这些数据集之间的区别（本节），然后讨论如何将数据推送到各个数据集中。

使用推送数据集推送数据集，数据将推送到 Power BI 服务中。 创建数据集后，Power BI 服务会在服务中自动创建一个新数据
库以存储数据。 由于有一个基础数据库在不断存储传入的数据，因此可以使用数据创建报表。 这些报表及其视觉对
象就像任何其他报表视觉对象一样，这意味着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的所有报表生成功能来创建视觉对象，包括自
定义视觉对象、数据警报、固定的仪表板磁贴等。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al-time-streaming.md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

PubNub PubNub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矩理数据集矩阵阵

使用推送数据集创建报表后，其任何视觉对象都可以固定到仪表板。 在该仪表板上，每当数据更新时，视觉对象就
会实时更新。 在服务中，仪表板每次接收新数据时都会触发磁贴刷新。

关于推送数据集中的固定磁贴，有以下两点注意事项：

使用“固定活动页”选项固定整个报表不会不会导致数据自动更新。
将视觉对象固定到仪表板后，你可以使用问问答答以自然语言询问推送数据集的问题。 在进行问问答答查询后，你可以
将生成的视觉对象再次固定到仪表板，并且该仪表板还会实时更新。

使用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数据也会推送到 Power BI 服务中，但有一个重要区别：Power BI 仅将数据存储到临时缓存
中，该缓存很快就会过期。 临时缓存仅用于显示具有一些暂时性历史感的视觉对象，例如具有一小时的时间窗口的
折线图。

使用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时，没有基础数据库，因此不能使用从流中流入的数据生成报表视觉对象。 因此，你不能使用
报表功能，例如筛选、自定义视觉对象和其他报表功能。

可视化流式处理数据集的唯一方法是添加磁贴，并将流式处理数据集用作自定自定义义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理数据的数据源。 基于流流
式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的自定义流式处理磁贴被优化用于快速显示实时数据。 在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服务中时和更新视
觉对象时，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小的延迟，因为不需要将数据输入到数据库中或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在实践中，流式处理数据集及其伴随的流式处理视觉对象最适用于最小化数据推送和可视化之间的延迟的关键情

况。 此外，最佳做法是以可以直观显示的格式推送数据，而无需任何其他聚合。 准备好的数据的示例包括温度和预
计算的平均值。

使用 PubNub 流式处理数据集，Power BI Web 客户端使用 PubNub SDK 读取现有的 PubNub 数据流，Power BI
服务不存储任何数据。

与使用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一样，使用 PubNub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时，Power BI 中没有基础数据库，因此你无法针对流
入的数据生成报表视觉对象，也无法利用报表功能，如筛选、自定义视觉对象等。 因此，PubNub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理数据

集集也只能通过向仪表板添加磁贴并将 PubNub 数据流配置为源来进行可视化。

对基于 PubNub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的磁贴进行优化，用于快速显示实时数据。 由于 Power BI 直接连接到 PubNub
数据流，因此在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服务和更新视觉对象之间只有很少的延迟。

下表（或者你喜欢称之为矩阵）描述了用于实时流式处理的三种类型的数据集，并列出了每种数据集的能力和限制。



NOTENOTE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

使用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Power BI REST API 推送数据推送数据

NOTENOTE

有关推送限制可推入数据量的信息，请参阅此 MSDN 文章。

上一节描述了可以在实时流式处理中使用的三种主要类型的实时数据集，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
数据并将数据推送到这些数据集。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主要有三种方法：

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使用流式处理数据集 UI
使用 Azure 流分析

让我们依次来看看这些方法。

Power BI REST API 可用于创建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推送推送数据集和流式流式处处理理数据集。 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创
建数据集时，defaultMode 标志指定是推送还是流式处理数据集。 如果未设置 defaultMode 标志，则数据集默认
为推送推送数据集。

如果 defaultMode 值设置为 pushStreaming，则数据集为推送推送和流式流式处处理理数据集，从而提供这两种数据集类型的优
势。 用于创创建数据集建数据集的 REST API文章演示了如何创建流式处理数据集，并在操作中显示 defaultMode 标志。

使用 defaultMode 标志设置为 pushStreaming 的数据集时，如果请求超过流式处理数据集的 15Kb 大小限制，但是小于推送数
据集的 16MB 大小限制，则该请求将成功，并且数据将在推送数据集中更新。 但是，任何流式处理磁贴都会暂时失败。

创建数据集后，使用 REST API 通过添加行添加行  API推送数据（如本文中所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dn950053.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1.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1.aspx


使用流式使用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  UI  UI 推送数据推送数据

所有 REST API 请求都使用 Azure AD OAuth 加以保护。

在 Power BI 服务中，你可以通过选择 API 方法创建数据集，如下图所示。

在创建新的流式处理数据集时，你可以选择启用历历史数据分析史数据分析（如下所示），这将产生重大影响。



NOTENOTE

使用使用  Azure  Azure 流分析推送数据流分析推送数据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禁用历历史数据分析史数据分析时（默认情况下禁用），你将创建一个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如本文前面所述。 启用历历史数据分史数据分

析析时，创建的数据集将成为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和推送数据集推送数据集。 这相当于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创建其
defaultMode 设置为 pushStreaming 的数据集，如本文前面所述。

对于使用 Power BI 服务 UI 创建的流式处理数据集（如上一段所述），不需要 Azure AD 身份验证。 在此类数据集中，数据集所
有者接收具有 rowkey 的 URL，该 rowkey 授权请求者无需使用 Azure AD OAuth 持有者令牌即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中。 不
过，现在采用 Azure AD (AAD) 方法仍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中。

你可以在 Azure 流分析流分析  (ASA) 中将 Power BI 添加为输出，然后实时可视化 Power BI 服务中的这些数据流。 本节
介绍有关此过程发生的技术详细信息。

Azure 流分析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创建其到 Power BI 的输出数据流，且 defaultMode 设置为 pushStreaming
（有关 defaultMode 的信息，请参阅本文前面的部分），这会导致产生可以利用推送推送和流式流式处处理理的数据集。 在数据集
创建期间，Azure 流分析还会将“retentionPolicy”*标志设为“basicFIFO”；这样设置后，支持其推送数据集的数据库可
存储 200,000 行，并且在达到上限后，按照先进先出 (FIFO) 的方式删除行。

如果 Azure 流分析查询对 Power BI 产生非常快速的输出（例如，每秒一次或两次），则 Azure 流分析会开始将这些
输出批处理到单个请求中。 这可能会导致请求大小超过流式处理磁贴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如前面各部分所述，流
式处理磁贴将无法呈现。 在此类情况下，最佳做法是减慢数据输出到 Power BI 的速率；例如将其设置为超过 10 秒
的最大值，而不是每秒的最大值。



在Power BI 中设置实时流式处理数据集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用于实时流式处理的三种主要类型的数据集，以及可以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三种主要方式，

使你的实时流式处理数据集在 Power BI 中正常工作。

若要开始使用实时流式处理，需要选择可以在 Power BI 中使用流式处理数据的两种方法中的一种：

附带流式处理数据中的视觉对象的磁磁贴贴

从 Power BI 中持续存在的流式处理数据中创建的数据集数据集

无论采用哪个选项，都需要在 Power BI 中设置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理数据。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在仪表板（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
板）中选择“添加磁贴”，然后选择“自定义流式处理数据”。

如果尚未设置流式处理数据，别担心 - 可以从选择“管理数据”开始使用。



如果已经创建了流式处理数据集，可以在此页（文本框中）输入流式处理数据集的终结点。 如果还没有流式处理数据
集，请选择右上角的加号图标 (+) 查看创建流式处理数据集的可用选项。

单击 + 图标时，将看到两个选项：



用最喜欢的选项创建流式处理数据集

使用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POWER BI REST API

下一节介绍了这些选项，并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创建流式处理磁磁贴贴或如何从流式处理数据源创建数据集数据集，以便用

于以后生成报表。

有两种方法可以创建 Power BI 可使用和可视化的实时流式处理数据馈送：

使用实时流式处理终结点的 Power BI REST API
PubNub

以下各节依次说明各选项。

Power BI REST API - Power BI REST API 的最新改进旨在使开发人员更容易使用实时流式处理。 当你从“新建流



使用使用  PubNub PubNub

式处理数据集”窗口选择“API”时，将看到 Power BI 要连接到和使用终结点的项：

如果希望 Power BI 存储通过此数据流发送的数据，请启用“历史数据分析”，然后你可以对收集的数据流进行报告和
分析。 也可以了解有关 API 的详细信息。

成功创建数据流后，将为你提供 REST API URL 终结点，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使用 POST 请求调用该终结点，将数据
推送到你创建的 Power BI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理数据数据集中。

发出 POST 请求时，应确保请求正文与 Power BI 用户界面提供的示例 JSON 相匹配。 例如，将 JSON 对象包装在
一个数组中。

通过 Power BI 进行 PubNub 流式处理集成，可以使用低延迟 PubNub 数据流（或创建新的数据流）并在 Power BI
中使用它们。 选择“PubNub”后，选择“下一步”，你将看到以下窗口：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dn877544.aspx


WARNINGWARNING

在 Power BI 中使用实时流式处理的示例

可以使用 PubNub Access Manager (PAM) 身份验证密钥保护 PubNub 通道。 将与有权访问仪表板的所有用户共享此密钥。 可
以详细了解 PubNub 访问控制。

PubNub 数据流通常数量很大，而且并不总是适合以其原始形式进行存储和历史分析。 若要使用 Power BI 对
PubNub 数据进行历史分析，必须聚合原始 PubNub 流，并将其发送到 Power BI。 实现此操作的方法之一是使用
Azure 流分析。

以下是实时流式处理在 Power BI 中的工作原理的简单示例。 你可以遵循此示例查看自己的实时流式处理的值。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 PubNub 中公开提供的流。 步骤如下：

1. 在“Power BI 服务”中选择仪表板（或创建新仪表板），然后选择“添加磁贴” > “自定义流式处理数据”，然后选
择“下一步”按钮。

https://www.pubnub.com/docs/web-javascript/pam-security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tream-analytics/


sub-c-5f1b7c8e-fbee-11e3-aa40-02ee2ddab7fe

pubnub-sensor-network

2. 如果没有流式处理数据源，请选择“管理数据”链接（位于“下一步”按钮上方），然后从窗口右上角中的链接中
选择“+ 添加流式处理数据”。 选择“PubNub”，然后选择“下一步”。

3. 为数据集创建名称，然后将以下值粘贴到出现的窗口中，然后选择“下一步”：

订阅密钥：

通道：



4. 在下面的窗口中，选择默认值（会自动填充），然后选择“创建”。



5. 返回 Power BI 工作区，新建仪表板，然后添加磁贴（如有需要，请参阅上述步骤）。 这次在创建磁贴并选择“自
定义流式处理数据”时，你将拥有可使用的流式处理数据集。 继续使用它。 将“数字”字段添加到折线图中，然
后添加其他磁贴，可以获得如下所示的实时仪表板：



问题与解答

我可以我可以对对推送数据集使用推送数据集使用筛选筛选器器吗吗？？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呢？理数据集呢？

如何如何查查看推送数据集的最新看推送数据集的最新值值？？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呢？理数据集呢？

我可以我可以连连接到接到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推送或流式中的推送或流式处处理数据集理数据集吗吗？？

鉴鉴于上述于上述问题问题，如何，如何对实时对实时数据集数据集进进行任何建模？行任何建模？

如何清除推送数据集上的所有如何清除推送数据集上的所有值值？？   流式流式处处理数据集呢？理数据集呢？

我我设设置了到置了到  Power BI  Power BI 的的  Azure  Azure 流分析流分析输输出，但没有看到它出出，但没有看到它出现现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中，中，这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请试尝试并使用示例数据集。 然后创建你自己的数据集，并向 Power BI 流式传输活动数据。

以下是关于 Power BI 中的实时流式处理的一些常见问题与解答。

很遗憾，流式处理数据集不支持筛选。 对于推送数据集，你可以创建报表、筛选报表，然后将筛选的视觉对象固定到
仪表板。 然而，没有办法更改仪表板上视觉对象的筛选器。

另外，你可以将活动报表磁贴固定到仪表板，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更改筛选器。 但是，活动报表磁贴不会在数据推
入时实时更新；你将需要使用“更多更多”菜单中的“刷新仪表板磁贴”选项手动更新视觉对象。

当使用“日期/时间”字段以毫秒精度将筛选器应用到推送数据集时，不支持“等于”运算符。 但是，大于 (>) 或小于 (<)
等运算符可以正常运行。

流式处理数据集设计用于显示最新数据。 你可以使用卡片卡片图图流式处理视觉对象，轻松查看最新的数值。 遗憾的是，
该卡片图不支持日期时间或文本类型的数据。 对于推送数据集，假设你在架构中有一个时间戳，则可以尝试使用最
后一个 N 筛选器创建报表视觉对象。

暂不提供此功能。

由于数据不会永久存储，因此不能对流式处理数据集进行建模。 对于推送数据集，你可以使用更新数据集/表 REST
API 添加度量值和关系。 你可以从更新表架构文章和数据集属性文章中获取更多信息。

在推送数据集上，你可以使用删除行 REST API 调用。 另外，你还可以使用一个方便的工具，它是围绕 REST API 的
包装器。 目前没有办法从流式处理数据集中清除数据，但数据将在一个小时后自行清除。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0.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42155.aspx


后续步骤

以下是你可以用于解决问题的清单：

1. 重启 Azure 流分析作业（在流式处理 GA 版本之前创建的作业将需要重启）
2. 尝试在 Azure 流分析中重新授权 Power BI 连接
3. 你在 Azure 流分析输出中指定了哪个工作区？ 在 Power BI 服务中，你是否正在签入该（同一）工作区？
4. Azure 流分析查询是否显式输出到 Power BI 输出？ （使用 INTO 关键字）
5. 是否有数据流流经 Azure 流分析作业？ 只有在有数据传输时，才会创建数据集。
6. 是否可以查看 Azure 流分析日志，以了解是否存在任何警告或错误？

以下是在 Power BI 中使用实时流式处理时可能有用的几个链接：

具有实时数据的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Power BI REST API 限制
创创建数据集建数据集的 REST API 文章
添加行添加行  Power BI REST API
Azure 流分析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dn877544.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dn950053.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03561.aspx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tream-analytics/


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2018/8/6 • • Edit Online

发布你的 Excel 工作簿

本地文件本地文件发发布布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 Excel 2016，你可以将 Excel 工作簿直接发布到你的 Power BI 站点，你可以基于工作簿的数据在其中创建高
度交互的报表和仪表板。 然后你可以与组织中的其他人共享你的见解。

在继续之前，有几个事项需要记住：

必须先将工作簿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才能发布到 Power BI。
登录到 Office、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 Power BI 所用的帐户必须是同一个帐户。
不能发布空工作簿或者不具有任何 Power BI 支持的内容的工作簿。
不能发布加密或受密码保护的工作簿，或具有信息保护管理的工作簿。

发布到 Power BI 需要启用新式验证（默认）。 如果禁用，“文件”菜单中将不会出现“发布”选项。

在 Excel 中，依次选择“文件文件” > “发发布布”。

自 2017 年 2 月更新发布开始，Excel 2016 支持发布本地 Excel 文件。 不需要将文件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只有拥有 Office 365 订阅的 Excel 2016 才支持发布本地文件。 Excel 2016 独立安装仍要求将 Excel 工作簿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才能进行“发布”。

选择“发发布布”时，可以选择要将文件发布到哪个工作区。 可以选择有权访问的个人或组工作区。

有两个用于将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的选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ublish-from-excel.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从从  Excel  Excel 独立安装独立安装发发布布

发布后，它便会作为副本保存在 Power BI 中（与本地文件分开）。 若要更新 Power BI 中的文件，需要重新发布更
新后的版本。 可以刷新数据，并能为 Power BI 中的工作簿或数据集设置定期刷新。

如果你的工作簿尚未保存到 OneDrive，你需要先将其保存到那里。 选择“保存到云”，然后选择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一个位置。

将工作簿保存到 OneDrive 后，选择“发发布布”便会看到两个用于将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的选项。



将工作簿上将工作簿上传传到到  Power BI Power BI

将工作簿数据将工作簿数据导导出到出到  Power BI Power BI

发布

当你选择此选项时，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 Power BI 中，就像在 Excel Online 中那样。 但与 Excel Online 不同，你
会获得一些出色的功能，可帮助你将元素从工作表固定到仪表板。

无法编辑在 Power BI 中打开的工作簿，但如果需要进行一些更改，可以选择“编辑编辑”，然后选择是在 Excel Online
中编辑工作簿，还是在计算机上的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你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会保存到 OneDrive 上的工作簿中。

在上传时，Power BI 中未创建任何数据集。 你的工作簿将显示在工作区导航窗格的“报表”中。 上传到 Power BI
的工作簿具有特殊的 Excel 图标，该图标将其标识为已上传的 Excel 工作簿。

如果你的工作表中仅有数据，或者你想要在 Power BI 中看到数据透视表和图表，请选择此选项。 在 Excel 中使
用“发布到 Power BI”中的“上载”与在浏览器中使用“获取数据”>“文件”>“OneDrive for Business”>“在 Power BI 中
连接、管理和查看 Excel”大致相同。

当你选择此选项时，表和/或数据模型中任何受支持的数据将导入到 Power BI 中的新数据集中。 如果你有任何
Power View 工作表，这些工作表将作为报表在 Power BI 中重新创建。

你可以继续编辑工作簿。 保存所做的更改后，它们将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通常大约在一小时之内）。 如
果需要更即时地满足需求，只需再次选择“发布”，而所做的更改便会立即导出。 同样，也会更新报表和仪表板中的
任何可视化效果。

如果你已使用“获取并转换数据”或 Power Pivot 将数据加载到数据模型中，或者如果你的工作簿的 Power View 表
中包含你想要在 Power BI 中查看的可视化对象，请选择此选项。

在 Excel 中使用“发布到 Power BI”中的“导出”与在浏览器中使用“获取数据”>“文件”>“OneDrive for Business”>“将
Excel 数据导出到 Power BI”大致相同。

当你选择任一选项时，Excel 将使用当前帐户登录到 Power BI，然后将你的工作簿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 请密切
关注 Excel 中的状态栏。 它显示了事情的进展状况。



后续步骤

完成后，你可以直接从 Excel 转到 Power BI。

Power BI 中的 Excel 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减小 Excel 工作簿的大小以便在 Power BI 中进行查
看
2018/8/2 • • Edit Online

是什么会使核心工作表内容超过 10 MB

从工作表中删除数据

工作簿大小优化器

你可以将任何小于 1 GB 的 Excel 工作簿上载到 Power BI。 Excel 工作簿包括两个部分：数据模型和报表的其余部分
—核心的工作表内容。 如果报表满足下面的大小限制，那么可以将其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从 Power BI
中连接它，以及在 Excel Online 中查看它：

整个工作簿最大为 1 GB。
核心工作表内容最大为 10 MB。

下面是一些可以使核心工作表内容大于 10 MB 的元素：

图像。

具有明暗度的单元格。 删除单元格的明暗度格式。
有色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背景。
文本框。

剪贴画。

如有可能，请考虑删除这些元素。

如果报表具有数据模型，则你可以选择其他一些选项：

从 Excel 工作表中删除数据，并将其存储在数据模型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从工作表中删除数据”。
创建可以高效利用内存的数据模型以减小报表的总体大小。

若要进行上述任何更改，需要在 Excel 中编辑工作簿。

阅读更多有关 SharePoint Online 中 Excel 工作簿的文件大小限制的信息。

如果从“Power Query”选项卡或“Excel 数据”选项卡中将数据导入 Excel，那么 Excel 表和数据模型中的工作簿数据可
能相同。 Excel 工作表中的大型表可能会使核心工作表内容超过 10 MB。 删除 Excel 中的表，以及将数据保存在数
据模型中可以极大地降低报表的核心工作表内容。

将数据导入 Excel 时，请遵循以下提示：

在在  Power Query 中中：取消选中加加载载至工作表至工作表框。

数据将只导入到数据模型中，Excel 工作表中不含数据。

如果之前在导入向导中勾选了表格表格，则在 Excel 数据数据选项卡中：转到现现有有连连接接  >单击“连接”> 仅创仅创建建连连接接。
删除在初始导入过程中创建的原始表或表。

在 Excel 数据数据选项卡中：请勿选中导导入数据入数据框中的表表。

如果工作簿包含数据模型，则可以运行工作簿大小优化器来减小工作簿的大小。 下载工作簿大小优化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duce-the-size-of-an-excel-workbook.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or-change-the-background-color-of-cells-ac10f131-b847-428f-b656-d65375fb815e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add-or-remove-a-sheet-background-3577a762-8450-4556-96a2-cc265abc00a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memory-efficient-Data-Model-using-Excel-2013-and-the-Power-Pivot-add-in-951c73a9-21c4-46ab-9f5e-14a2833b6a70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ile-size-limits-for-workbooks-in-SharePoint-Online-9e5bc6f8-018f-415a-b890-5452687b325e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8793


相关的信息

创建可以高效利用内存的数据模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链接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memory-efficient-Data-Model-using-Excel-2013-and-the-Power-Pivot-add-in-951c73a9-21c4-46ab-9f5e-14a2833b6a70


具有 DirectQuery 的 Azure SQL 数据仓库
2018/7/17 • • Edit Online

使用“在 Power BI 中打开”按钮

IMPORTANTIMPORTANT

通过 Power BI 连接

通过具有 DirectQuery 的 Azure SQL 数据仓库可以基于在 Azure SQL 数据仓库中已具有的数据和指标来创建动态
报表。 借助 DirectQuery，查询会在你浏览数据时实时发送回 Azure SQL 数据仓库。 这种情况与 SQL 数据仓库的
规模相结合，使用户可以在数分钟内针对以 TB 计的数据创建动态报表。 此外，在在  Power BI 中打开中打开按钮的引入使

用户可以直接将 Power BI 连接到其 SQL 数据仓库，而不必手动指定信息。

何时使用 SQL 数据仓库连接器：

在连接时指定完全限定的服务器名称（请参阅下文以了解详细信息）

确保服务器的防火墙规则配置为“允许访问 Azure 服务”
每个操作（例如选择列或添加筛选器）都会直接查询数据仓库

磁贴设置为大约每 15 分钟刷新一次，刷新不需要进行计划。 连接时可以在“高级设置”中对此进行调整。
问答不可用于 DirectQuery 数据集
不会自动选取架构更改

随着我们继续改进体验，这些限制和说明可能会发生变化。 下面详细介绍了用于连接的步骤。

我们在不断改进与 Azure SQL 数据仓库的连接。 若要获取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仓库数据源的最佳体验，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模型和报表后，即可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 Power BI 服务的 Azure SQL 数据仓库现已弃用直接连接器。

在 SQL 数据仓库与 Power BI 之间移动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Azure 预览门户中的在在  Power BI 中打开中打开按钮。 通过
此按钮可以无缝地开始在 Power BI 中创建新仪表板。

1. 若要开始，请在 Azure 预览版门户中导航到 SQL 数据仓库实例。 请注意，SQL 数据仓库当前只在 Azure 预
览门户中存在。

2. 单击在在  Power BI 中打开中打开按钮

3. 如果我们无法直接使你登录，或者如果你没有 Power BI 帐户，则你需要登录。

4. 你会定向到 SQL 数据仓库连接页面（其中预填充了 SQL 数据仓库中的信息）。 输入凭据并点击连接以创建
连接。

SQL 数据仓库还在 Power BI 获取数据页面上列出。

1. 在左侧导航窗格底部选择“获取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zure-sql-data-warehouse-with-direct-connect.md


2. 在数据数据库库中，选择获获取取。

3. 选择SQL 数据数据仓库仓库  > 连连接接。

4. 输入所需信息进行连接。 下面的查查找参数找参数部分显示此数据 Azure 门户中可能所处的位置。



NOTENOTE
用户名将是在你的 Azure SQL 数据仓库实例中定义的用户。

5. 通过选择新磁贴或新创建的数据集（由星号指示）来钻取到数据集中。 此数据集会具有与数据库相同的名称。



查找参数值

6. 你可以浏览所有表和列。 选择某列会将查询发送回源，从而动态创建视觉对象。 筛选器也会转换为返回到数
据仓库的查询。 这些视觉对象可以保存在新报表中，并重新固定到仪表板。

可以在 Azure 预览门户中找到你的完全限定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请注意，SQL 数据仓库当前只在 Azure
预览门户中存在。



NOTENOTE

后续步骤

如果 Power BI 租户与 Azure SQL 数据仓库位于相同区域，则不会产生流出费用。 可按照这些说明查找 Power BI 租户的所在位
置。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Azure SQL 数据仓库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admin-where-is-my-tenant-locate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ql-data-warehouse/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具有 DirectQuery 的 Azure SQL 数据库
2018/7/17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Power BI Desktop 和 DirectQuery

单一登录

了解如何直接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并使用实时数据创建报表。 你可以在源中（不是在 Power BI 中）保存数据。

借助 DirectQuery，查询会在你浏览报表视图中的数据时发送回 Azure SQL 数据库。 对于熟悉数据库以及它们连
接到的实体的用户，建议使用此体验。

注意：注意：

在连接时指定完全限定的服务器名称（请参阅下文以了解详细信息）

确保数据库的防火墙规则配置为允许访问 Azure 服务。
每个操作（例如选择列或添加筛选器）都会将查询发送回数据库

磁贴每小时刷新一次（刷新不需要进行计划）。 连接时可以在“高级设置”中对此进行调整。
问答不可用于 DirectQuery 数据集
不会自动选取架构更改

随着我们继续改进体验，这些限制和说明可能会发生变化。 下面详细介绍了用于连接的步骤。

我们在不断改进与 Azure SQL 数据库的连接。 若要获取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数据源的最佳体验，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模型和报表后，即可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 Power BI 服务的 Azure SQL 数据库现已弃用直接连接器。

若要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则必须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这种方法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
更多功能。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的报表随后可以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可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内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 Azure SQL 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将 Azure SQL DirectQuery 数据集发布到服务后，可以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OAuth2 为最终用
户启用单一登录 (SSO)。

若要启用 SSO，请转到数据集的设置，打开“数据源”选项卡，然后选中“SSO”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zure-sql-database-with-direct-connect.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azure/ee621782.aspx


查找参数值

后续步骤

启用“SSO”选项后，如果用户访问基于数据源生成的报表，则 Power BI 会在查询中将这些用户的已经过身份验证
的 Azure AD 凭据发送到 Azure SQL 数据库。 这样，Power BI 便可以遵守在数据源级别配置的安全设置。

SSO 选项针对使用此数据源的所有数据集生效。 它不影响用于导入方案的身份验证方法。

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找到你的完全限定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DirectQuery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DirectQuery 的 HDInsight 上的 Spark
2018/7/17 • • Edit Online

WARNINGWARNING

IMPORTANTIMPORTANT

通过使用 DirectQuery 的 Azure HDInsight 上的 Spark 你可以根据 Spark 群集中已有的数据和指标来创建动态报
表。 借助 DirectQuery，查询会在你浏览报表视图中的数据时发送回 Azure HDInsight Spark 群集。 对于熟悉自己
连接到的实体的用户，建议使用此体验。

对于在基于 Spark 的数据集上生成的仪表板磁贴，已禁用自动磁贴刷新。 可以选择“刷新刷新仪仪表板磁表板磁贴贴 ”手动刷新。 报告不受影
响，应持续更新。

可使用以下步骤并通过 Power BI 服务中的 DirectQuery 的连接到 Azure HDInsight 上的 Spark 数据源。

我们在不断改进与 Spark 的连接。 若要获取连接到 Spark 数据源的最佳体验，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模型和报表后，
即可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 Power BI 服务的 Spark 现已弃用直接连接器。

1.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选择数据数据库库和其他和其他。

3. 选择HDInsight 上的上的  Spark连接器，然后选择连连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park-on-hdinsight-with-direct-connect.md


4. 输入要连接的服服务务器器的名称，以及你的用用户户名名和密密码码。 服务器始终以 <群集名>.azurehdinsight.net 的形式
表示，请参阅有关查找下面这些值的更多详细信息。

5. 连接后，你将看到命名为“SparkDataset”的新数据集。 你还可以通过创建的占位符磁贴访问该数据集。



查找 HDInsight 上的 Spark 的参数

限制

故障排除

6. 深入查看此数据集，你可以浏览数据库中的所有表和列。 选择某列会将查询发送回源，从而动态创建视觉对
象。 这些视觉对象可以保存在新报表中，并重新固定到仪表板。

服务器始终以 <群集名>.azurehdinsight.net 的形式表示，并且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找到。

此外，还可以在 Azure 门户中找到用户名和密码。

随着我们继续改进体验，这些限制和说明可能会发生变化。 可在 Use BI tools with Apache Spark on Azure
HDInsight（将 BI 工具与 Azure HDInsight 上的 Apache Spark 配合使用）中找到其他文档

Power BI 服务仅支持 Spark 2.0 和 HDInsights 3.5 的配置。
每个操作（例如选择列或添加筛选器）都会将查询发送回数据库 – 因此在选择非常大的字段之前，请考虑选择适
当的视觉对象类型。

问答不可用于 DirectQuery 数据集。
不会自动选取架构更改。

Power BI 支持数据集中跨所有表跨所有表的 16,000 列。 Power BI 还包括每个表中的内部行号列。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
集中有 100 个表，可用的列数将为 15,900。 具体取决于你正在从 Spark 数据源使用的数据量，可能会受此限
制。

如果在对群集执行查询时遇到问题，请验证应用程序是否仍在运行，并且在必要时重新启动。

还可以依次转到“配置配置” > “缩缩放群集放群集”下，分配 Azure 门户内的其他资源：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hdinsight-apache-spark-use-bi-tools/


后续步骤

入门：使用 Spark SQL 在 HDInsight Linux 上创建 Apache Spark 群集并运行交互式查询
什么是 Power BI？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hdinsight-apache-spark-jupyter-spark-sql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数
据
2018/6/27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要在获取数据时连接到一个模型

在 Power BI 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连接到实时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获取数据时，可以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或者可以连接到已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文
件或 Excel 工作簿。 根据最佳做法，Microsoft 强烈建议使用 Power BI Desktop，因为它提供丰富的工具集，并且能
够在本地维护 Power BI Desktop 文件的备份副本。

若要连接到实时的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管理员必须安装并配置本地数据网关。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地数据网关。
当使用网关时，你的数据将保留在本地。 你基于数据创建的报表保存在 Power BI 服务中。
问答自然语言查询对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以预览提供。

1. 在“我的工作区”中，选择“获取数据”。 你还可以切换到组工作区中，如果有的话。

2. 选择数据数据库库和其他和其他。

3. 选择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 连连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ql-server-analysis-services-tabular-data.md


仪表板磁贴

常见问题

后续步骤

4. 选择一个服务器。 如果你未看见此处列出任何服务器，则表示未配置网关和数据源，或者在网关中的数据源
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中未列出你的帐户。 请与你的管理员确认。

5. 选择想要连接到的模型。 该模型可以是表格或多维模型。

连接到模型后，该模型将在 Power BI 站点的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数据集数据集中显示。 如果切换到组工作区，那么数据集将在
组中显示。

如果将视觉对象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那么将每 10 分钟自动刷新固定的磁贴。 如果更新了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中的数据，那么 10 分钟后会自动更新磁贴。

无法加载模型架构错误 - 连接到 SSAS 的用户无权访问 SSAS 数据库、多维数据集和模型时，会发生此错误。

本地数据网关

管理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Azure 和 Power BI
2018/7/26 • • Edit Online

Azure SQL Azure SQL 数据数据库库   和和  Power BI Power BI

转换转换、、调调整和合并云数据整和合并云数据

借助“Azure”服务和“Power BI”，你可以将数据处理工作转换为可以提供实时业务策略的分析和报告。 无论你处理
的数据基于云还是位于本地、简单还是复杂、采用单一来源还是大量混合来源、封存还是实时的，Azure 和 Power
BI 提供的内置连接和集成都可以使你的商业智能努力成为现实。

Power BI 拥有多种 Azure 连接可用，而且使用这些服务创建的商业智能解决方案与你的业务一样与众不同。 你可
以连接至少一个 Azure 数据源，也可连接多个，然后对数据进行调整和优化以创建自定义报表。

你可以从简单的到 Azure SQL 数据库的连接开始，然后创建报表来监视业务进度。 借助 Power BI Desktop，你可
以创建报表来确定趋势和关键绩效指标，进而促进业务发展。

了解有关 Azure SQL 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是否有更为复杂的数据，且来自各种源？ 没问题。 借助 Power BI Desktop 和 Azure 服务，只需点击一下“获取数
据”对话框即可实现连接。 在相同的查询中，你可以连接到“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HDInsight”数据源和“Azure
Blob 存储”（或“Azure 表存储”，然后只选择每个源中你需要的子集，并在其中进行优化。

你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连接甚至相同的查询为不同受众创建不一样的报表。 只需生成新的报表页、针对每个受
众优化可视化组件，然后就可以目睹报表对业务信息的持续反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zure-and-power-bi.md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ql-database/


借助借助  Azure  Azure 服服务务和和  Power BI  Power BI 深入并深入并领领先行先行业业。。

使用使用  Power BI API  Power BI API 连连接接应应用程序数据用程序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Azure SQL 数据库
Azure HDInsight
Azure 存储（Blob 存储和表存储）

你可以根据需要拓展 Azure 和 Power BI 的功能。 使用多源数据处理、利用大量的实时系统，借助流分析和事件中
心，将各种 SaaS 服务合并到商业智能报表以增加你的业务优势。

你还可以在现有的应用程序中使用 Power BI 来获取策略。 借助 Power BI API，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将全部数据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ql-database/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hdinsight/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torage/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tream-analytics/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event-hubs/


Azure Azure 和和  Power BI  Power BI 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用来做什么？

集以编程的方式发送到 Power BI。 需要持续更新？ 借助 Power BI API，开发人员可以发送实时数据更新以快速启
动，然后根据规模需求，转为使用 Azure 流分析。

在 Power BI 开发人员门户中查看 Power BI API 的详细信息。

Azure 和 Power BI 可以在各种场景下组合，其可能性和机遇与你的业务一样独一无二。 有关“Azure 服务”的详细
信息，请查看此概览页，其中会介绍使用使用  Azure 的数据分析的数据分析场场景景，并可以了解如何将数据源转换为推动业务的信

息。

http://dev.powerbi.co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5031&clcid=0x409


配置计划刷新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网关连接

非活动状态持续两个月后，你的数据集上的计划刷新会暂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计划刷新部分。

如果你的数据集支持使用“立即刷新”和“计划刷新”进行计划刷新，要想刷新成功，有几个要求和设置非常重要。 这
些设置包括“网关连接”、“数据源凭据”和“计划刷新”。 让我们仔细了解下每个设置。

这将描述同时可用于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和本地数据网关的选项。

若要进入计划刷新屏幕，你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数据集”下所列的某个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 (...)”。

2. 选择“计划刷新”。

根据你拥有联机可用的个人网关还是企业网关，将会看到不同的选项。

如果没有网关可用，你将看到“网关设置”处于禁用状态。 你还将看到一条消息，指出如何安装个人网关。

如果已配置个人网关且处于联机状态，将可以选择该网关。 如果不可用，它将显示脱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scheduled-refresh.md


  

数据源凭据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NOTENOTE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NOTENOTE

计划刷新

你还可以选择企业网关（如果有）。 如果在针对给定网关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列出你的帐户，则你将只
会看到企业网关可用。

如果使用个人网关来刷新数据，你将需要提供用来连接到后端数据源的凭据。 如果你已从一项联机服务连接到内
容包，将会为计划刷新保留你输入用于连接的凭据。

仅当首次在该数据集上使用刷新时，才要求你登录数据源。 输入后，这些凭据将随数据集一起保留。

对于部分身份验证方法，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已到期或已被更改，则必须也要更改数据源凭据中的数据源密码。

出现故障时，问题通常与网关处于脱机状态（因为其无法登录 Windows 并启动服务）有关，或与 Power BI 无法登
录数据源以便查询更新数据有关。 如果刷新失败，请检查数据集的设置。 如果网关服务处于脱机状态，你将从网
关状态中看到错误。 如果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你将收到数据源凭据错误。

如果使用本地数据网关来刷新数据，将不需要提供凭据，因为凭据是网关管理员为数据源定义的。

连接到本地 SharePoint 进行数据刷新时，Power BI 仅支持匿名、基本和 Windows (NTLM/Kerberos) 身份验证机制。 对于本地
SharePoint 数据源的数据刷新，Power BI 不支持 ADFS 或任何基于表单的身份验证机制。

可在计划刷新部分定义刷新数据集的频率和时间插槽。 某些数据源不需要提供网关用于配置。 其他则需要网关。

必须将“使你的数据保持为最新”滑块设为“是”，才能配置设置。



NOTENOTE

NOTENOTE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NOTENOTE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服务确定在你计划的刷新时间的 15 分钟内启动数据刷新。

非活动状态持续两个月后，你的数据集上的计划刷新会暂停。 在没有用户访问基于数据集构建的任何仪表板或报表时，将数
据集视为不活动。 此时，数据集所有者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指示计划刷新已暂停，并且数据集的刷新计划显示为禁用禁用。 要
恢复计划刷新，只需重新访问基于数据集构建的任何仪表板或报表。

对于计划刷新的不同网关，支持某些特定数据集。 下面是用来了解可用内容的参考。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Excel

在 Excel 2016 及更高版本中，Power Query 目前位于功能区的数据区域中，在“获取和转换数据”之下。

Power Query 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Query 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Power Pivot 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Pivot 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数据源数据源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SQL Server

SAP HANA

Oracle

Teradata

文件

文件夹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Web

OData

IBM DB2

MySQL

Sybase

SAP BW

IBM Informix 数据库

ODBC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有时可能不会按预期方式刷新数据。 通常，这会是与网关连接出现的问题。 请查看网关故障排除文章，了解相关
工具和已知问题。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从本地驱动器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
数据集
2018/7/31 • • Edit Online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数据源数据源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SQL Server

SAP HANA

Oracle

Teradata

文件

文件夹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Web

OData

IBM DB2

MySQL

Sybase

SAP BW

IBM Informix 数据库

在 Power BI 中，数据集是使用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它支持“立即刷新”和“计划刷
新”功能。在本地驱动器中，“获取数据”/“查询编辑器”可用于连接到以下任一数据源并从以下任一数据源加载数据：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desktop-file-local-drive.md


ODBC

数据源数据源

NOTENOTE

NOTENOTE

如何设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

故障排除

必须安装一个网关并运行该网关，才能使 Power BI 连接到本地数据源并刷新数据集。

你可以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通过选择主页功能区上的“刷新”手动执行一次性刷新操作。 选择此处的“刷
新”时，将用原始数据源中更新后的数据刷新文件模型中的数据。 这种类型的刷新完全是从 Power BI Desktop 应用
程序自身内部进行，不同于在 Power BI 中进行的手动或计划内刷新，理解这种区别至关重要。

当从本地驱动器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时，此数据以及有关模型的其他信息将被加载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
据集。 在 Power BI 服务中，而不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建议刷新数据集中的数据，因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
表就是基于该数据集创建的。 由于该数据源是外部数据源，因此可以手动刷新该数据集，方法是通过使用立即刷立即刷

新新或者可以通过使用计计划刷新划刷新设置刷新计划。

刷新数据集时，Power BI 不会连接到本地驱动器上的文件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 而是使用数据集中的信息直
接连接到数据源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后再将其加载到数据集。

数据集中刷新的数据未同步回本地驱动器上的文件。

设置刷新计划时，Power BI 将使用数据集中的连接信息和凭据直接连接到数据源，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
后再将更新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集。 此外，还会更新基于 Power BI 服务中该数据集的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所有可视
化效果。

有关如何设置计划刷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或数据集连接到本地数据源，而网关处于脱机状态。 确保
Power BI 可以登录数据源。 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更改，或 Power BI 已从数据源注销，请务必在数据源凭据
中再次尝试登录数据源。

请确保选中刷新失刷新失败时发败时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通知件通知。 你会想立即了解计划刷新是否失败。

有时可能不会按预期方式刷新数据。 通常，这会是与网关连接出现的问题。 请查看网关故障排除文章，了解相关工
具和已知问题。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存储的数据
集
2018/7/31 • • Edit Online

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存储 Power BI Desktop 文件的好
处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将文件从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导入 Power BI 服务是确保在 Power BI Desktop 上所做的工作与
Power BI 服务保持同步的好方法。

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存储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时，已加载到文件模型的任何数据都将被导入
到数据集并且在文件中创建的任何报表都会被加载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报表表中。 对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进行更改时，如添加新度量值、更改列名称，或编辑可视化效果，在保存文件后，通常在大约 1 小
时内，这些更改也会被更新到 Power BI 服务中。

你可以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通过选择主页功能区上的“刷新”手动执行一次性刷新操作。 选择此处的“刷
新”时，将用原始数据源中更新后的数据刷新文件模型中的数据。 这种类型的刷新完全是从 Power BI Desktop 应用
程序自身内部进行，不同于在 Power BI 中进行的手动或计划内刷新，理解这种区别至关重要。

当从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时，此数据以及有关模型的其他信息将被加载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在 Power BI 服务中，而不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建议刷新数据集中的数据，因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就是基于该数据集创建的。 由于该数据源是外部数据源，因此可以手动刷新该数据集，方
法是通过使用立即刷新立即刷新或者可以通过使用计计划刷新划刷新设置刷新计划。

刷新数据集时，Power BI 不会连接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 而是
使用数据集中的信息直接连接到数据源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后再将其加载到数据集。 数据集中此刷新后
的数据不会同步回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

在 Power BI 中，数据集是使用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它支持“立即刷新”和“计划刷
新”功能。在本地驱动器中，“获取数据”/“查询编辑器”可用于连接到以下任一数据源并从以下任一数据源加载数据：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desktop-file-onedrive.md


数据源数据源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SQL Server

SAP HANA

Oracle

Teradata

文件

文件夹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Web

OData

IBM DB2

MySQL

Sybase

SAP BW

IBM Informix 数据库

ODBC

NOTENOTE

OneDrive 或 OneDrive for Business。 有什么区别？

必须安装一个网关并运行该网关，才能使 Power BI 连接到本地数据源并刷新数据集。

如果同时拥有个人 OneDriv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建议保留要导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 Power BI
的所有文件。 原因如下：你有可能使用两个不同的帐户登录到它们。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通常是无缝的，因为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个帐户通常是用来
登录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同一个帐户。 但使用个人 OneDrive 时，你可能需要使用其他 Microsoft 帐户才能登
录。

当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时，请确保选中“使我保持登录状态”。 随后，Power BI 会将在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
进行的所有更新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


如何设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

故障排除

如果对无法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或报表进行同步的 OneDrive 文件进行更改，由于 Microsoft 帐户凭据可能已
更改，你需要连接到个人 OneDrive 并再次从个人 OneDrive 导入文件。

设置刷新计划时，Power BI 将使用数据集中的连接信息和凭据直接连接到数据源，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
后再将更新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集。 此外，还会更新基于 Power BI 服务中该数据集的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所有可视
化效果。

有关如何设置计划刷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或数据集连接到本地数据源，而网关处于脱机状态。 确保
Power BI 可以登录数据源。 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更改，或 Power BI 已从数据源注销，请务必在数据源凭据
中再次尝试登录数据源。

如果对 OneDrive 上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进行更改和保存，在 1 个小时左右内这些更改未反映到 Power BI 上
的话，则可能是由于 Power BI 无法连接到 OneDrive。 再次尝试连接到 OneDrive 上的文件。 如果系统提示你登
录，请确保选中“使我保持登录状态”。 由于 Power BI 无法连接到 OneDrive 以与文件进行同步，你将需要再次导入
你的文件。

请确保选中刷新失刷新失败时发败时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通知件通知。 你会想立即了解计划刷新是否失败。

有时可能不会按预期方式刷新数据。 通常，这会是与网关连接出现的问题。 请查看网关故障排除文章，了解相关工
具和已知问题。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使用本地驱动器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
集
2018/7/31 • • Edit Online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数据源数据源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SQL Server

SAP HANA

Oracle

Teradata

文件

文件夹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Web

OData

IBM DB2

MySQL

Sybase

在 Power BI 中，数据集是使用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它支持“立即刷新”和“计划刷新”功能。在本
地驱动器中，Power Query（在 Excel 2016 中获取和转换数据）可用于连接到以下任一数据源并将数据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

Power Query 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Query 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Power Pivot 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Pivot 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excel-file-local-drive.md


SAP BW

IBM Informix 数据库

ODBC

数据源数据源

如何确保已将数据加载到了 Excel 数据模型？

NOTENOTE

注意：注意：

必须安装一个网关并运行该网关，才能使 Power BI 连接到本地数据源并刷新数据集。
当使用 Excel 2013 时，请确保你已将 Power Query 更新到了最新版本。
从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Excel 工作簿不支持刷新，在本地驱动器中，数据只存在于工作表或链接表中。 如果工
作表数据是从 OneDrive 存储和导入的，则不支持刷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刷新使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刷新使用从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时，只刷新从数据源查询的数据。 如果更改 Excel
或 Power Pivot 中的数据模型结构（例如，创建新的度量值或更改列名称），这些更改将不会复制到数据集。
如果进行此类更改，需要重新上传或重新发布该工作簿。 如果希望对你的工作簿结构进行规律性更改，并且
希望这些更改反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中而无需重新上传，则可以考虑将你的工作簿放在 OneDrive
上。 Power BI 会自动刷新从 OneDrive 存储和导入的工作簿中的结构和工作表数据。

使用 Power Query（在 Excel 2016 中获取和转换数据）连接到数据源时，有好几个数据加载位置的选项可供选择。
若要确保将数据加载到数据模型，必须选择加加载载到到对话框中的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选项。

此图显示的是 Excel 2016。

在导导航器航器中，单击加加载载到到 ...

或者，单击导航器中的编辑编辑，将打开查询编辑器。 你可以单击其中的关关闭闭并加并加载载到到 ...

然后在加加载载到到中，确保选中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



如果使用如果使用““通通过过  Power Pivot  Power Pivot 获获取外部数据取外部数据””该该怎怎样样？？

如何设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

IMPORTANTIMPORTANT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没问题。 无论何时使用 Power Pivot 连接到本地或联机数据源以及从这些数据源查询数据时，此数据将自动加载到
数据模型。

设置刷新计划时，Power BI 将使用数据集中的连接信息和凭据直接连接到数据源，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
后再将更新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集。 此外，还会更新基于 Power BI 服务中该数据集的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所有可视
化效果。

有关如何设置计划刷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或数据集连接到本地数据源，而网关处于脱机状态。 确保
Power BI 可以登录数据源。 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更改，或 Power BI 已从数据源注销，请务必在数据源凭据
中再次尝试登录数据源。

请确保选中刷新失刷新失败时败时向我向我发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通知件通知。 你会想立即了解计划刷新是否失败。

连接到 Power Pivot 和通过 Power Pivot 查询的 OData 数据源不支持刷新。 当使用 OData 数据源作为数据源时，请使用
Power Query。

有时可能不会按预期方式刷新数据。 通常，这会是与网关连接出现的问题。 请查看网关故障排除文章，了解相关工
具和已知问题。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使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2018/7/31 • • Edit Online

有什么好处？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数据源数据源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SQL Server

SAP HANA

Oracle

Teradata

可导入存储在本地计算机或云存储（如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中的 Excel 工作簿。 下面讨
论使用云存储处理 Excel 文件的优点。 有关如何将 Excel 文件导入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Excel 工作簿文
件获取数据。

从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导入文件是确保在 Excel 上所做的工作与 Power BI 服务保持同步的好方法。
已加载到文件模型的任何数据都将被导入到数据集并且在文件中创建的任何报表都会被加载到 Power BI 中的报
表中。 如果对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进行更改，如添加新度量值、更改列名称，或编辑可视化
效果，则保存更改后，通常在大约 1 小时内，这些更改就会被更新到 Power BI 中。

当从个人 OneDrive 中导入 Excel 工作簿时，该工作簿中的任何数据（如工作表中的表和/或被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
型中的数据以及数据模型结构）都将被导入到 Power BI 中的新数据集。 任何 Power View 可视化效果都将在报表
中重新创建。 Power BI 会自动连接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工作簿，大约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检查更
新一次。 如果工作簿已更改，Power BI 将刷新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和报表。

你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上执行刷新。 当在数据集上手动刷新或计划刷新时，Power BI 会直接连接到
外部数据源，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然后再将其加载到数据集。 从 Power BI 内部刷新数据集不会刷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工作簿中的数据。

在 Power BI 中，数据集是使用本地驱动器导入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它支持“立即刷新”和“计划刷
新”功能。在本地驱动器中，“获取数据”/“查询编辑器”可用于连接到以下任一数据源并从以下任一数据源加载数据：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联机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获取数据”和“查询编辑器”中显示的所有本地数据源，Hadoop 文件 (HDF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除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excel-file-onedriv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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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数据源

NOTENOTE

OneDrive 或 OneDrive for Business。 有什么区别？

用于连接到 Excel 文件的选项

必须安装一个网关并运行该网关，才能使 Power BI 连接到本地数据源并刷新数据集。

如果同时拥有个人 OneDriv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建议保留要导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的 Power BI
的所有文件。 原因如下：你有可能使用两个不同的帐户登录到它们。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通常是无缝的，因为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个帐户通常是用来
登录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同一个帐户。 但使用个人 OneDrive 时，你可能需要使用其他 Microsoft 帐户才能
登录。

当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时，请确保选中“使我保持登录状态”。 随后，Power BI 会将在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中进行的所有更新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如果对无法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或报表进行同步的 OneDrive 文件进行更改，由于 Microsoft 帐户凭据可能已
更改，你需要连接到个人 OneDrive 并再次从个人 OneDrive 导入文件。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


如何确保已将数据加载到了 Excel 数据模型？

NOTENOTE

当连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中的 Excel 工作簿时，有两种关于如何将工作簿中的数据
加载到 Power BI 工作簿的选项可供选择。

将将  Excel 数据数据导导入到入到  Power BI – 从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导入 Excel 工作簿时，它的工
作原理如上所述。

在在  Power BI 中中连连接、管理和接、管理和查查看看  Excel – 使用此选项时，将立即在 Power BI 与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工作簿之间创建连接。

选用此方法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时，Power BI 中不会创建任何数据集。 但是，该工作簿将显示在 Power BI 服务
的“报表”下面，并且将在名称旁显示 Excel 图标。 与 Excel Online 不同，当从 Power BI 连接到工作簿时，如果工作
簿已连接到外部数据源（用于将数据加载到 Excel 数据模型中），则可以设置刷新计划。

采用这种方法设置刷新计划时，唯一的区别在于：刷新的数据将进入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工作簿
数据模型，而不会进入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使用 Power Query（在 Excel 2016 中获取和转换数据）连接到数据源时，有好几个数据加载位置的选项可供选择。
若要确保将数据加载到数据模型，必须选择加加载载到到对话框中的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选项。

此图显示的是 Excel 2016。

在导导航器航器中，单击加加载载到到 ...

或者，单击导航器中的编辑编辑，将打开查询编辑器。 你可以单击其中的关关闭闭并加并加载载到到 ...

然后在加加载载到到中，确保选中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将此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



如果使用如果使用““通通过过  Power Pivot  Power Pivot 获获取外部数据取外部数据””该该怎怎样样？？

如何设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

重要说明

故障排除

没问题。 无论何时使用 Power Pivot 连接到本地或联机数据源以及从这些数据源查询数据时，此数据将自动加载
到数据模型。

设置刷新计划时，Power BI 将使用数据集中的连接信息和凭据直接连接到数据源，以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查询，
然后再将更新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集。 此外，还会更新基于 Power BI 服务中该数据集的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所有可
视化效果。

有关如何设置计划刷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计划刷新。

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登录数据源，或数据集连接到本地数据源，而网关处于脱机状态。 确保
Power BI 可以登录数据源。 如果用于登录数据源的密码更改，或 Power BI 已从数据源注销，请务必在数据源凭据
中再次尝试登录数据源。

请确保选中刷新失刷新失败时败时向我向我发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通知件通知。 你会想立即了解计划刷新是否失败。

*连接到 Power Pivot 和通过 Power Pivot 查询的 OData 数据源不支持刷新。 当使用 OData 数据源作为数据源
时，请使用 Power Query。

有时可能不会按预期方式刷新数据。 通常，这会是与网关连接出现的问题。 请查看网关故障排除文章，了解相关
工具和已知问题。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使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 .CSV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2018/7/31 • • Edit Online

有什么好处？

支持的功能有哪些？

OneDrive 或 OneDrive for Business。 有什么区别？

出现问题时

当连接到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 .csv 文件时，将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然后，.csv 文件中的数
据将导入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 Power BI 将自动连接到该文件，并使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刷新任何更改。 如
果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中编辑 .csv 文件，则在保存之后，通常大约一小时，这些更改将在 Power BI
中显示。 Power BI 中基于数据集的任何可视化效果也会自动更新。

如果你的文件位于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共享文件夹中，那么其他用户可处理同一文
件。 在保存之后，Power BI 中将自动更新所做的任何更改，通常在一小时之内。

许多组织都运行自动查询数据库的进程，数据库中的数据每天都保存到 .csv 文件中。 如果该文件存储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中，那么每天都将覆盖同一文件，而不是每天都创建一个具有不同名称的新文件，你可以在
Power BI 中连接该文件。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件更新后将立即同步连接到此文件的数据集。 基
于此数据集的任何可视化效果也会自动更新。

逗号分隔值文件是简单的文本文件，因此，不支持连接到外部数据源和报表。 你无法对使用逗号分隔文件创建的数
据集的刷新制定计划。 但是，当文件在 OneDrive 或 SharePoint Online 中时，Power BI 将自动每隔一小时向数据
集同步对文件的任何更改。

如果同时拥有个人版 OneDrive 和 OneDrive for Business，建议将 Power BI 中要连接到的任何文件保存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 原因如下：你有可能使用两个不同的帐户登录到它们。

连接到 Power BI 中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通常是无缝的，因为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个帐户通常是用来
登录 OneDrive for Business 的同一个帐户。 但使用个人 OneDrive 时，你可能需要使用其他 Microsoft 帐户才能登
录。

登录 Microsoft 帐户时，请确保选中“保持我的登录状态”。 然后 Power BI 将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任何更新

如果由于 Microsoft 帐户凭据可能已更改而无法将 OneDrive 上的 .csv 文件的更改与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进行同
步，那么你需要连接到该文件并再次从个人 OneDrive 中导入该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csv-file-onedrive.md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


后续步骤

如果 OneDrive 上的.csv 文件中的数据发生更改，并且这些更改反映未在 Power BI 中反映，那么很可能是因为
Power BI 无法连接到 OneDrive。 请尝试连接该文件并再次导入。 如果系统提示你登录，请确保选中保持我的登保持我的登

录录状状态态。

用于解决刷新问题的工具 刷新方案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方案故障排除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使用 Web 连接器进行刷新的操作未能正常运行

刷新不支持的数据源

仪表板在刷新完成后不反映所做的更改

设置凭据时出现 GatewayNotReachable

处理错误：出现以下系统错误：类型不匹配

磁贴刷新错误

更新使用 AAD OAuth 的源中的数据时刷新失败

此处介绍了关于在 Power BI 服务中刷新数据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的信息。

如果遇到未在下面列出会导致问题的情况，你可以在社区文章上寻求进一步的帮助，或者也可以创建支持票证。

如果你有一个正在使用 Web.Page 功能的 Web 连接器脚本，且已更新 2016 年 11 月 18 日后的数据集或报表，
你需要使用网关微软主动保护计划使刷新才能正常工作。

配置数据集时，可能会收到一个错误，指示此数据集使用了刷新不支持的数据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刷新不支
持的数据源故障排除

请等待大约 10-15 分钟，以便刷新反映在仪表板磁贴上。 如果仍未显示，请重新固定仪表板的可视化效果。

尝试设置数据源的凭据时，可能会遇到 GatewayNotReachable。 这可能是由于网关过时导致的。 安装最新网关，
然后重试。

这可能是由于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中的 M 脚本问题。 也可能是由于 Power BI Desktop 版本已
过时。

有关使用仪表板磁贴遇到的错误列表和说明，请参阅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Azure Active Director (AAD) OAuth 令牌由许多不同的数据源使用，大约一小时后过期。 你可能会遇到加载数据
所用时间长于令牌到期时间（超过一小时）的情况，这是因为 Power BI 服务在数据加载时等待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加载过程可能失败，并显示凭据错误。

使用 AAD OAuth 的数据源包括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SPO) 等。 如果你要
连接到此类数据源，但在数据加载超过一小时后获取凭据失败，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

Microsoft 正在研究一个解决方案，允许数据加载过程刷新令牌并继续。 但是，如果你的 Dynamics CRM Online
或 SharePoint Online 实例（或其他 AAD OAuth 数据源）较大，可能会达到两个小时的数据加载阈值，你也可能会
遇到 Power BI 服务中数据加载超时的情况。

另请注意，为了使刷新正常工作，请在使用 AAD OAuth 连接到 SharePoint Online 数据源时，务必使用与用于登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troubleshooting-refresh-scenario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60924.aspx


未经压缩数据的刷新限制

计划的刷新超时

禁止访问该资源

密码更改或凭据过期会导致数据刷新失败

后续步骤

录 Power BI 服务相同的帐户。

导入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的数据集的最大大小为 1 GB。 为确保实现高性能，对这些数据集进行了深度压缩。 此外，
在共享容量中，服务设定的刷新期间处理的未压缩数据量限制为 10GB。 此限制将压缩考虑在内，因此远大于 1
GB。 Power BI Premium 中的数据集不受此限制的制约。 如果 Power BI 服务中的刷新由于此原因失败，请减少要
导入到 Power BI 的数据量，然后重试。

导入数据集的计划刷新在两个小时后超时。 对于高级工作区中的数据集，此超时增加到五个小时。 如果你遇到此
限制，可以考虑降低数据集的大小或复杂性，或者考虑将数据集拆分为更小的部分。

缓存凭据过期可能导致发生此错误。 转到 Power BI 签名并转到 https://app.powerbi.com?
alwaysPromptForContentProviderCreds=true，以清除 Internet 浏览器缓存。 这将强制更新你的凭据。

数据刷新也可能因缓存过期而失败。 转到 Power BI 签名并转到 https://app.powerbi.com?
alwaysPromptForContentProviderCreds=true，以清除 Internet 浏览器缓存。 这将强制更新你的凭据。

数据刷新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pp.powerbi.com?alwaysPromptForContentProviderCreds=true%EF%BC%8C%E4%BB%A5%E6%B8%85%E9%99%A4
https://app.powerbi.com?alwaysPromptForContentProviderCreds=true%EF%BC%8C%E4%BB%A5%E6%B8%85%E9%99%A4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忘记了 Power BI 的密码？
2018/6/2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如果你忘记了密码，则可以使用以下链接请求密码重置。

https://passwordreset.microsoftonline.com

如果系统告知你帐号未启用密码重置，则你需要与 Office 365 管理员联系。 如果你使用免费试用版，则管理员是组
织中进行注册的第一个人员。

如果访问帐户时仍存在问题，可以尝试与支持团队联系以进行密码重置。 这不是 Power BI 服务的支持号码！

1-800-642-7676

请注意，将在东部标准时间 (EST) 时区内为你提供支持。 支持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且目前仅以英文提供支持。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forgot-your-password.md
https://passwordreset.microsoftonline.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捕获其他诊断信息
2018/7/20 • • Edit Online

捕获 Power BI 的其他诊断信息

网络捕获 - Edge 和 Internet Explorer

以下说明介绍了用于手动从 Power BI Web 客户端收集其他诊断信息的两种可能选择。 只需采用其中一种选择即
可。

1. 通过 Edge 或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到 Power BI。

2. 按 F12 打开 Edge 开发人员工具。

3. 该操作将会显示开发人员工具窗口：

4. 切换到“网络”选项卡。它将列出已捕获的流量。

5. 你可以在窗口中浏览并重现任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你可以在会话期间随时通过按 F12 来隐藏和显示开发
人员工具窗口。

6. 若要停止捕获，你可以选择开发人员工具区域的“网络”选项卡上的红色方块。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capturing-additional-diagnostic-information-for-power-bi.md
https://app.powerbi.com


7. 选择磁盘图标以“导出为 HAR”

8. 提供文件名称并保存该 HAR 文件。

HAR 文件会包含有关浏览器窗口与 Power BI 之间的网络请求的所有信息。 这会包括每个请求的活动 ID、每
个请求的精确时间戳以及返回到客户端的任何错误信息。 此跟踪还会包含用于填充屏幕上显示的视觉对象的
数据。

9. 你可以提供该 HAR 文件以支持审阅。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备用电子邮件地址
2018/7/20 • • Edit Online

通过 Office 365 个人信息页面更新

NOTENOTE

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进行更新

默认情况下，你用于注册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用于向你发送有关 Power BI 中的活动的有关更新。 例如，当有
人向你发送共享邀请时，它会转到此地址。

有时你可能希望这些电子邮件传递到备用电子邮件地址，而不是最初用于注册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

NOTENOTE

1. 转到你的 Office 365 个人信息页面。 如果系统提示你使用用于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请执行
此操作。

2. 单击联系人详细信息部分中的编辑链接。

如果看不到编辑链接，则这意味着你的电子邮件地址由 Office 365 管理员管理，你需要与他们联系以更新你的电子邮件
地址。

3. 在备用电子邮件字段中，输入希望将 Power BI 更新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

更改此设置不会影响用于发送服务更新、新闻稿和其他促销通讯信息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些内容会始终发送到在注册 Power BI
时最初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捕获 Power BI 的 Active Azure Directory (AAD) 内嵌令牌时，可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电子邮件。 这三种类型是：

与用户的 AAD 帐户相关联的主要电子邮件地址
UserPrincipalName (UPN) 电子邮件地址
“其他”电子邮件地址数组属性

Power 根据以下条件选择要使用的电子邮件：

1. 如果 AAD 租户的用户对象中存在邮件属性，则 Power BI 使用电子邮件地址的此邮件属性
2. 如果 UPN 电子邮件不是 *.onmicrosoft.com 域电子邮件地址（“@”符号后面的信息），则 Power BI 使用电子邮件
地址的此邮件属性

3. 如果AAD 用户对象中存在“其他”电子邮件数组属性，则将使用该列表中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因为该属性中可能包
含电子邮件列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lternate-email-address-for-power-bi.md
https://portal.office.com/account/#personalinfo


使用 PowerShell 更新

Set-AzureADUser -ObjectId john@contoso.com -OtherMails "otheremail@somedomain.com"

4. 如果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则使用 UPN 地址

或者，可以通过适用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 PowerShell 更新备用电子邮件地址。 此操作通过 Set-
AzureADUser 命令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版本 2。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azuread/set-azureadus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install-adv2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相同的帐户用于 Power BI 和 Azure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果你同时是 Power BI 和 Azure 的用户，则可能要对这两个服务使用相同的登录名，以便无需输入密码两次。

Power BI 会使用与工作或学校电子邮件地址关联的组织帐户使你登录。 Azure 会使用 Microsoft 帐户或组织帐户使
你登录。

如果要同时对 Azure 和 Power BI 使用相同的登录名，请务必使用组织帐户登录到 Azure。

如果我已使用如果我已使用  Microsoft 帐户帐户登登录录  Azure，，该该怎么怎么办办？？

你可以作为协同管理员在 Azure 中添加组织帐户。 下面介绍如何操作：

1. 登录 Azure 管理门户。 如果你是多个 Azure 目录中的用户，请单击订阅订阅，然后进行筛选以便仅查看你要编辑的
目录和订阅。

2.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设设置置，单击管理管理员员，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3. 输入与组织帐户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
4. 选择要使用组织帐户访问的订阅，然后单击复选标记。

下次登录 Azure 管理门户时，请使用组织电子邮件地址。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how-to-use-the-same-account-as-azure.md
http://manage.windowsazure.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Office 365 专用客户 - 已知问题
2018/7/20 • • Edit Online

组

iPhone 应用 - 使用虚域登录会导致错误

现在针对 Office 365 专用客户支持 Power BI。 如果你是 O365 专用客户，则可以使用来自该租户的帐户进行登录，
并使用 Power BI。 当前有两个已知问题。

在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成成员员或日日历历时，你会改为重定向到邮件应用。 文件文件和对话对话按预期方式工作。

使用具有虚域的登录名在 iPhone 应用中登录时，可能会遇到错误。

登录错误

发生意外内部错误。请重试。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在 Power BI 服务内单击用户图标时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而不是使用虚域）进行登录。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office-365-dedicated-known-issue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对用于 Power BI 的 Cortana 进行故障排除
2018/7/2 • • Edit Online

为什么 Cortana 从我的 Power BI 报表或仪表板找不到答案？

本文是系列文章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尚未执行上述操作，我们建议阅读以下三篇文章。

文章文章  1：了解 Cortana 和 Power BI 如何协同工作来搜索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文章文章  2：对于搜索报表：启用 Cortana - Power BI - Windows 集成

文章文章  3：对于搜索报表：创建特殊的 Cortana 回复卡

如果在将 Cortana 与 Power BI 集成时仍存在问题，下面正好要介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请按照以下步骤来诊断
和修复问题。

1. 是否有 Power BI 帐户？ 如果没有，请注册免费试用版。

2. Cortana 是否正常运行？ 能否在任务栏中看到 Cortana 图标？

选中此图标时，Cortana 是否与你可以在其中键入的字段一起打开？

3. 搜索中是否使用了至少 2 个词语？ Cortana 需要至少通过 2 个词的短语才能从 Power BI 中找到答案。 尝
试将“显示”添加到问题的开头。

4. 如果仪表板的标题包含多个词语，并且如果你的搜索至少匹配其中两个字，则 Cortana 只会返回该仪表
板。 对于名为“销售额 FY16”的仪表板：

“显示销售额” 不 会返回 Power BI 结果。
“向我显示销售额 fy16”、“销售额 fy16”、“显示销售额 fy16”和“向我显示销售额 f” 将 返回 Power BI 结
果。

由于添加“powerbi”一词可计作 2 个必需词之一，因此，“powerbi 销售额” 会 返回 Power BI 结果。
5. 是否具有对任何报表或仪表板进行访问或编辑的权限？ 对于报表，请确保要搜索的内容有回复卡。 对于仪
表板，请确保你尝试搜索的内容位于 与我共享与我共享、应用工作区或 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中。 使用疑难解答工具帮助确
定问题。

6. 是否使用移动设备？ 目前，我们仅支持 Windows 移动设备上的 Power BI 和 Cortana 集成。

7. Cortana 是否配置为英语？ 当前的 Cortana-Power BI 集成仅支持英语。 打开 Cortana 并选择齿轮图标以
显示“设置”。 向下滚动到“Cortana 语语言言”并确保将其设置为其中一个英语选项。

8. 是否已为 Cortana 启用了超过 100 个报表？ Cortana 最多只搜索 100 个。 若要确保你的报表包含在内，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rtana-troubleshoot.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仅限报表：为什么 Cortana 从我的 Power BI 报表找不到答案

仅限仪表板：为什么 Cortana 从我的 Power BI 仪表板中找不到答案

尝试使用 Cortana 疑难解答工具

将其移动或复制到 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因为 Cortana 会先在该处进行搜索。

9. 你可能只需等待一些时间。 第一次键入查询时，模型可能尚 未就绪。 等待几秒钟，以便数据加载到内存
中，然后重试。

10. 对于仪表板，Cortana 可能需要长达 24 小时才能访问。

11. 对于报表，将新的数据集或自定义回复卡添加到 Power BI 并为 Cortana 启用时，可能需要 30 分钟，结果
才会开始出现在 Cortana 中。 登录或退出 Windows 10 或者在 Windows 10 中重启 Cortana 进程都能使
新报表内容立刻显示。

12. 你的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选择退出”。 请与你的管理员确认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1. 如果你正在报表中寻找答案，你是否有包含 Cortana 回复卡的任何报表？ 回复卡是 Cortana 能在 Power BI
报表中找到答案的唯一途径。 通过阅读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Cortana 回复卡，了解如
何创建回复卡。

2. 是否运行的是 Windows 版本 1511 或更高版本？ 通过打开 Windows 设置，然后选择“系系统统  > 关于关于”进行查
找。 如果不是，请更新你的 Windows 版本。

3. 你的 Windows 和 Power BI 帐户是否已关联？ 这可能会造成混淆。 按照为 Power BI 启用 Cortana 中的说明
操作。

4. 已为 Cortana 启用基础数据集？ 或许某个同事已共享她已为 Cortana 启用的数据集。 但如果没有，请了解如
何自行为 Cortana 启用数据集。 这一操作快速而简单。

1. 确保你已连接到工作帐户。 Power BI 需要此连接才能验证你对数据的访问权限。 若要检查你是否已连接
到工作帐户，请使用 Windows 搜索框以导航到“连接到工作或学校帐户”。

2. 你是否对 Cortana 具有访问权限？ 选择 Windows 搜索框并提供对你的信息的 Cortana 访问权限。



从从报报表表检检索答案索答案时时遇到遇到问题问题？？

仍有问题？ 现在就可以立即运行 Cortana 疑难解答工具并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

1. 对于报表，在运行疑难解答工具之前，请务必将 Cortana 回复卡上的 页页面面级级筛选器设置为 需要需要单选单选。 有
关执行此操作的帮助，请参阅创建 Cortana 回复卡。

2. 通过将“/cortana/test”添加到 Power BI 服务 URL 的末尾即可打开疑难解答工具。 URL 应如下所示：

app.powerbi.com/cortana/test

3. 在“查询文本”字段中，要对报表进行故障排除，请严格按 Power BI 选项卡中显示的 Cortana 回复卡名称键
入其名称。



4. 有时，在第一次将内容键入到“查询查询文本文本”字段时，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将其当作启动系统；让疑难解答工具
知道应该启动了。 再次剪切和粘贴或重新键入到“查询查询文本文本”字段。 在本示例中，我们回复卡的名称
是Cortana 存存储储。 将 Cortana 商店商店粘贴或键入到工具中，生成在 解解释释  字段中显示的单个结果。 单击可查
看 Cortana 窗口中显示的回复卡，本示例中为“Cortana 商店”。



从从仪仪表板中表板中检检索答案索答案时时遇到遇到问题问题？？

疑疑难难解答工具的已知解答工具的已知问题问题

我们已得到一个结果，现在知道 Cortana 已已在 Power BI 中启用。 这可减少 Windows 端或 Cortana 语言
设置或为 Cortana 启用超过 100 个数据集可能出现的问题。

要查找已与你共享的仪表板？ 打开“Power BI”> 与我共享与我共享，并找到该仪表板的名称。 然后将该名称键入到“查询文
本”字段。

如果该工具第一次没有获取到结果；而是将查询粘贴到“查询文本”文本框中。
根据设计规定的，查询必须为 2 个或更多个字词。 如果查询太短，请添加词“显示”。
一些带有介词的查询字符串可能无法获取到结果（例如 sales by item）。 请尝试不使用介词，而是使用有意义/
唯一的其他查询词。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Analyze in Excel 故障排除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更新 OLE DB 提供程序的 Excel 库

有时，在使用 Analyze in Excel 期间可会能收意外的结果，或功能未按预期工作。 此页提供针对 Analyze in Excel 常
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供专门用于描述和启用在 Excel 中分析的单独页面。

如果遇到未在下面列出会导致问题的情况，你可以在社区文章上寻求进一步的帮助，或者也可以创建支持票证。

本文包含以下故障排除部分：

更新 OLE DB 提供程序的 Excel 库
确定你是否需要更新 Excel 库
“无法建立连接”错误
“已禁止”错误
无数据模型

令牌过期错误

无法访问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不能将任何对象拖动到数据透视表值区域（没有度量值）

要使用 Analyze in Excel，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最新的 AS OLE DB 提供程序。 此社区文章提供了大量用于验证你
的 OLE DB 提供程序安装的信息，并提供最新版本的下载。

Excel 库的位级别必须与 Windows 版本的位级别匹配。 如果已经安装 64 位版本的 Windows，则需要安装 64 位版
本的 OLE DB 提供程序。

要下载最新的 Excel 库，请访问 Power BI，并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的向下箭向下箭头头，然后选择 Analyze in Excel
更新更新。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下下载载（（预览预览版）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roubleshooting-analyze-in-excel.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t5/Service/Analyze-in-Excel-Initialization-of-the-data-source-failed/m-p/30837#M8081


确定你是否需要更新 Excel 库
可从上一节中的链接下载 Excel OLE DB 提供程序库的最新版本。 在下载相应 OLD DB 提供程序库并开始安装之
后，请根据你当前安装的版本执行检查。

如果你的 Excel OLE DB 提供程序客户端库是最新版本，则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如下所示︰

C:\Users\davidi\Desktop\powerbi-content-pr\articles\media\powerbi-desktop-troubleshooting-analyze-in-excel

或者，如果你正安装的版本比计算机上已安装的版本更高，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无法建立连接”错误

“已禁止”错误

无数据模型

令牌过期错误

无法访问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不能将任何对象拖动到数据透视表值区域（没有度量值）

如果显示一个对话框并提示你进行升级，则应继续进行安装，在计算机上安装 OLE DB 提供程序的最新版本。

导致无法建立连接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你计算机上的 OLE DB 提供程序客户端库不是最新版本。 有关如何确定正确
更新的信息以及下载链接信息，请参阅本文前面的更新更新  OLE DB 提供程序的提供程序的  Excel 库库。

某些用户拥有多个 Power BI 帐户，并且当 Excel 尝试使用现有凭据连接到 Power BI 时可能会使用无权访问你要访
问的数据集或报表的凭据。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可能会收到标题为已禁止已禁止的错误，这意味着你在登录 Power BI 时可能使用了无权访问数据
集的凭据。 在发生已禁止已禁止错误之后，当系统提示你输入凭据时，请使用有权访问你要使用的数据集的凭据。

如果仍遇到错误，请使用拥有相应权限的帐户登录 Power BI 并确认你可以查看和访问正尝试在 Excel 中访问的
Power BI 中数据集。

如果发生“找不到 OL AP 多维数据集模型”错误，则表明你正尝试访问的数据集中不包含数据模型，因此不能在
Excel 中进行分析。

如果你收到令牌令牌过过期期错误，表示你最近未在计算机上使用 Analyze in Excel 功能。 只需重新输入凭据或重新打开
文件即可解决该错误。

如果尝试访问已连接到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的数据集，可能会收到错误消息。 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确实支持使

用连接字符串连接到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上的数据集和报表，前提是你的计算机与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位于相同的域中，且你的帐户有权访问该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Excel 中的分析中的分析连接到外部 OL AP 模型（Excel 以此连接到 Power BI）时，数据透视表要求该外部模型中定义了度度
量量值值，因为所有计算都在服务器上执行。 这与处理本地数据源（如在 Excel 中处理格表，或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处理数据集）时不同，处理本地数据源时可使用本地表格模型，且可使用隐式度量值，这些度量
值动态生成而不存储在数据模型中。 在这些情况下，Excel 中的行为与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
行为不同：数据中可能有这样的列，在 Power BI 中可视为度量值，而在 Excel 中不能用作值（度量值）。

要解决此问题，有以下几个选项：

1. 在 Power BI Desktop中创建数据模型中的度量值，然后将数据模型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并从 Excel 访问发
布的数据集。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234700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399077.aspx


后续步骤

2. 从 Excel PowerPivot 创建数据模型中的度量值。
3. 如果从只有表格（而没有数据模型）的 Excel 工作簿导入数据，则可以将表格添加到数据模型，然后按照以上选项

2 中所指示的步骤，在数据模型中创建度量值。

在 Power BI 服务中定义模型中的度量值后，即可将其用于 Excel 数据透视表中的“值”区域。

在 Excel 中分析

教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自己的度量值

PowerPivot 中的度量值

在 PowerPivot 中创建一个度量值

使用链接表将工作表数据添加到数据模型

在 Excel 中的 OL AP 和非 OL AP 数据透视表的区别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Measure-in-Power-Pivot-d3cc1495-b4e5-48e7-ba98-163022a7119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worksheet-data-to-a-Data-Model-using-a-linked-table-d3665fc3-99b0-479d-ba09-a37640f5be42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399077.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Measure-in-Power-Pivot-d3cc1495-b4e5-48e7-ba98-163022a71198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worksheet-data-to-a-Data-Model-using-a-linked-table-d3665fc3-99b0-479d-ba09-a37640f5be42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234700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2018/8/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更新到最新版本

常见问题

对对代理服代理服务务器的身份器的身份验证验证

你的代理服你的代理服务务器器仅仅支持端口支持端口  80  80 和和  443  443 通信通信

<setting name="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serializeAs="String">
    <value>Https</value>
</setting>

安装

错误错误：无法将用：无法将用户户添加到添加到组组。。   (-2147463168 (-2147463168 PBIEgwService PBIEgwService Performance Log Users Performance Log Users ))

安装失安装失败败

本文介绍使用本地数据网关时的一些常见问题。

如果遇到下面未列出的问题，可以在下列位置中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对于 Power BI，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 PowerApps，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 Microsoft Flow，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逻辑应用，你可以通过 Azure 门户提交支持票证。

网关版本过期后，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好的常规做法是确保所使用的是最新版本。 如果你已经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没有升级网关，可能需要考虑安装网关最新版本，并检查此问题是否会重现。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已帮助了许多处于 Internet 访问受限环境的客户。

代理可能需要对域用户帐户进行身份验证。 默认情况下，网关使用 Windows 服务登录用户的服务 S ID。 将登录用
户更改为域用户可有助于完成此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网关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

部分代理服务器将通信限制为仅端口 80 和 443。 默认情况下，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通信将发生在除 443 之外的端
口上。

可以使用 HTTPS 替代直接 TCP，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需要修改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 将值从 AutoDetect  更改为 Https 。 默
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

如果尝试在域控制器上安装网关，你可能会收到此错误。 不支持在域控制器上部署。 你需要在不是域控制器的计算
机上部署网关。

如果安装计算机上的防病毒软件已过期，可能会遇到安装失败。 可以更新防病毒软件安装，或者仅在网关安装期间
禁用防病毒软件，完成后立即重新启用防病毒软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tshoot.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aka.ms/powerapps-community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746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7479


配置

如何重启网关如何重启网关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创创建网关。建网关。   请请重重试试

错误错误：未能更新网关：未能更新网关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请请重重试试

错误错误：：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报务报告本地网关无法告本地网关无法访问访问。。   请请重启网关，然后重重启网关，然后重试试

登登录录  Power BI  Power BI 时时出出现现的脚本的脚本错误错误

网关配置失网关配置失败败，出，出现现  null  null 引用异常引用异常

    Failed to update gateway details.  Please try again.
    Error updating gateway configuration.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CouldNotUpdateGatewayConfigurationException: Error 
updating gateway configuration. ----> System.ArgumentNullException: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serviceSection

由于网关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因此可通过多种方式启动和停止。 例如，可以在网关正在运行的计算机上使用提
升权限打开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以下命令之一：

若要停止服务，则运行该命令：

''' net stop PBIEgwService '''

若要启动服务，则运行该命令：

'''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

所有详细信息均可用，但对 Power BI 服务的调用返回了一个错误。 显示错误和一个活动 ID。 这可能是不同的原因
导致的。 你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志，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这也可能是由于代理配置问题导致的。 用户界面现在允许代理配置。 你可以了解有关进行代理服务器配置更改的详
细信息

从 Power BI 服务到网关收到了信息。 信息已传递到本地 Windows 服务，但它无法返回值。 或者，对称密钥生成失
败。 内部异常显示在“显示详细信息”下。 若要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志。

配置结束时，将再次调用 Power BI 服务以验证网关。 Power BI 服务没有将网关报告为动态。 重启 Windows 服务可
能会使通信成功。 你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志，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在执行本地数据网关配置期间登录 Power BI 可能会收到脚本错误。 安装以下安全更新应可解决该问题。 这可以通
过 Windows 更新进行安装。

MS16-051：Internet Explorer 的安全更新：2016 年 5 月 10 日 (KB 3154070)

你可能会遇到以下类似错误。

这包括堆栈跟踪，并且该堆栈跟踪可能包括以下消息。

如果你正从旧网关中升级，我们会保存配置文件。 可能存在缺失的部分。 当网关尝试读取它时，我们可获取上述
null 引用异常。

要纠正这一错误，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卸载网关。

2. 删除以下文件夹。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54070


对对  TLS 1.1/1.2  TLS 1.1/1.2 的支持的支持

NOTENO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001

NOTENOTE

数据源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无效的无效的连连接凭据接凭据””

Login failed for user 'username'.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无法无法连连接到数据接到数据库库””

Cannot open database "AdventureWorks" requested by the login. The login failed. Login failed for user 
'username'.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数据网关中的未知数据网关中的未知错误错误””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3. 重新安装网关。

4. 酌情应用恢复密钥以还原现有网关。

自 2017 年 8 月更新起，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1.1 或 1.2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通信。 以前版本
的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 TLS 1.0。 必须将本地数据网关安装升级到 2017 年 8 月版本或更新版本，以确保网关继
续运行。

对 TLS 1.0 的支持已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TLS 1.0 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之前仍受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并由网关用作回退机制。 要确保所有网
关流量使用 TLS 1.1 或 1.2（并防止在网关上使用 TLS 1.0），必须在运行网关服务的计算机上添加或修改以下注册表
项：

添加或修改这些注册表项会将更改应用于所有 .NET 应用程序。 有关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 TLS 的注册表更改的信息，请参阅传
输层安全性 (TLS) 注册表设置。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显示从数据源收到的错误消息。 对于 SQL Server，可看到如下所示的内容。

验证你具有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另外，验证这些凭据是否可以成功地连接到数据源。 请确保所使用的帐户与身份身份
验证验证方法方法匹配。

我们可以连接到服务器，但不能连接所提供的数据库。 验证该数据库的名称以及该用户凭据有适当的权限来访问该
数据库。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显示从数据源收到的错误消息。 对于 SQL Server，可看到如下所示的内容。

此错误可能会由于不同的原因发生。 请务必验证你可以从承载网关的计算机连接到数据源。 这可能是不可访问的服
务器的结果。

https://docs.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security/tls/tls-registry-settings


错误错误：我：我们们在在尝试连尝试连接到接到时时遇到遇到错误错误。。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我我们们已已连连接到数据网关，但此网关无法接到数据网关，但此网关无法访问访问本地数据源。本地数据源。””

The 'CONTOSO\account' value of the 'EffectiveUserName' XML for Analysis property is not valid.

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incorrect.

用用户户名或密名或密码错误码错误的另一种可能的另一种可能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使用中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Analysis Services 的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功能功能时时，无法，无法查查看数据网关数据源看数据网关数据源

错误错误：没有：没有为为此数据集中的数据源安装或配置任何网关此数据集中的数据源安装或配置任何网关

数据集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DM_GWPipeline_UnknownError。

还可以查看“事件日志”>“应用程序和服务日志” > “本地数据网关服务”，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我们无法连接指定的数据源。 请务必验证为该数据源所提供的信息。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DM_GWPipeline_Gateway_DataSourceAccessError。

如果基础错误消息类似于以下内容，这意味着你正在对数据源使用的帐户不是该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的服务器管
理员。 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基础错误消息类似以下消息，则可能意味着 Analysis Services 的服务帐户可能缺少 token-groups-global-and-
universal (TGGAU) 目录属性。

具有 Windows 2000 以前版本兼容访问权限的域启用了 TGGAU 属性。 但是，最新创建的域不会默认启用此属性。
你可以在此处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对此进行确认。

 dsacls "CN=John Doe,CN=UserAccounts,DC=contoso,DC=com"

     Allow BUILTIN\Windows Authorization Access Group
                                   SPECIAL ACCESS for tokenGroupsGlobalAndUniversal
                                   READ PROPERTY

1. 连接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中的 Analysis Services 计算机。 在高级连接属性中，输入问题用户的
EffectiveUserName，并检查是否会产生错误。

2. 可以使用 dsacls Active Directory 工具来验证是否列出了属性。 此工具可在域控制器上找到。 你需要知道帐
户的可分辨域名是什么，并将其传递给该工具。

你应该在结果中看到与以下类似的内容。

若要更正此问题，需要启用用于 Analysis Services Windows 服务的帐户上的 TGGAU。

如果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与用户位于不同的域，并且没有建立双向信任，则也可能导致此错误。

需要通过域管理员来验证域间的信任关系。

确保你的帐户列于网关配置中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 如果你没有权限访问网关，请与网关管理员核对，并请他们进
行验证。 仅用户列表中的帐户可查看列于 Analysis Services 列表中的数据源。

请确保已按添加数据源中所述，向网关添加一个或多个数据源。 如果“管理网关”下的管理门户中未显示网关，请尝
试清除浏览器缓存或注销服务然后重新登录。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instances/grant-server-admin-rights-to-an-analysis-services-instance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windows/desktop/ms680300.aspx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31951


错误错误：：对对于此行没有足于此行没有足够够的空的空间间

错误错误：提供的服：提供的服务务器名称与器名称与  SQL Server SSL  SQL Server SSL 证书证书上的服上的服务务器名称不一致器名称不一致

我在配置我在配置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时时看不到本地数据网关看不到本地数据网关

错误错误：网关客：网关客户户端上收到的未端上收到的未压缩压缩数据已超出限制数据已超出限制

报表

报报表无法表无法访问访问数据源，因数据源，因为为你没有你没有权权限通限通过过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访问访问我我们们的数据源的数据源

错误错误：数据源：数据源访问错误访问错误。。   请联请联系网关管理系网关管理员员

如果有大于 4 MB 大小的单个行，则会出现此错误。 需要从数据源确定该行，并尝试将其筛除或减少该行的大小。

如果证书 CN 针对的是服务器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而你只提供了服务器 NetBIOS 名称，则会出现此错误。 这
会导致证书不匹配。 若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将网关数据源和 PBIX 文件内的服务器名称设置为使用服务器的
FQDN。

这可能是由几种不同的原因所致。

1. 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输入的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和网关数据源中的名称不一致。 值必须相同。 不区分大小
写。

2. 网关配置中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上未列出你的帐户。 需要与要添加到相应列表的网关的管理员联系。
3.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有多个数据源，并不是所有这些数据源都配置为网关数据源。 需要定义每个网关数据
源，这样相应网关才能在计划的刷新内显示。

每个表的未压缩数据量的确切限制为 10GB。 如果遇到此问题，可以使用实用选项来优化和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具
体而言，减少使用高度恒定、过长的字符串值，并改用规范化的键或删除列（如果不使用）会有所帮助。

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导致的。

1. 数据源信息与基础数据集中的内容不匹配。 为本地数据网关定义的数据源和为 Power BI Desktop 提供的内容之
间的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需要匹配。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IP 地址，则用于本地数据网关的数据源也
需要使用 IP 地址。

2. 你的组织内的任何网关上均没有可用的数据源。 可以在新的或现有的本地数据网关上配置数据源。

如果此报表正在使用实时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值被传入无效或无权访问 Analysis Services
计算机的 EffectiveUserName 中。 通常来说，出现身份验证问题是由于传给 EffectiveUserName 的值与本地用户主
体名称 (UPN) 不匹配。

若要对此进行确认，可执行以下操作。

 whoami /upn

1. 在网关日志中查找有效的用户名。

2. 传递值后，验证其是否正确。 如果它是你的用户，可以从命令提示符下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UPN。 UPN 外观
类似电子邮件地址。

或者，你可以查看 Power BI 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获取的内容。

 https://graph.windows.net/me?api-version=1.5

1. 浏览到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graph/graph-explorer。

2. 选择右上角的“登录”。

3. 运行以下查询。 你将看到相当大的 JSON 响应。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graph/graph-explorer


防火墙或代理

Test-NetConnection -ComputerName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Port 9350

NOTENOTE

ComputerName           :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RemoteAddress          : 70.37.104.240
RemotePort             : 5672
InterfaceAlias         : vEthernet (Broadco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 Virtual Switch)
SourceAddress          : 10.120.60.105
PingSucceeded          : False
PingReplyDetails (RTT) : 0 ms
TcpTestSucceeded       : True

4. 查找 userPrincipalName。

如果你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UPN 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UPN 不匹配，则可以使用映射用户名功能将其替换
为有效的值。 或者，可以通过租户管理员或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管理员更改 UPN。

有关为你的网关提供代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可以在 PowerShell 提示符处运行 Test-NetConnection 以进行测试，从而确定防火墙或代理是否可能会阻止连接。
这将测试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连接性。 这仅测试网络连接，与云服务器服务或网关没有任何关系。 它有助于确定你
的计算机是否可以实际连接到互联网。

Test-NetConnection 仅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更高版本。 还适用于 Windows 8.1 及更高版本。 在旧版操作系统
中，可以使用 Telnet 测试端口连接性。

结果应与以下所示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 TcpTestSucceeded。 如果 TcpTestSucceeded 不为 true，则你可能会被防火
墙阻止。

如果你想做到面面俱到，请将 ComputerName 和 Port 值替换为对端口列出的相应项

防火墙可能也会阻止 Azure 服务总线与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你需要把这些数据中心
中你所在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白名单（取消阻止）。 你可以在此处获得 Azure IP 地址列表。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可以找到你所在的数据中心区域：

1. 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方的 ? 。

2. 选择“关于 Power BI”。

3. 你的数据区域将列入“你的数据存储于”。

如果你仍未前往任何位置，则可以尝试使用 fiddler 或 netsh 一类的工具来获取网络跟踪，不过这些都是高级收集方
法，并且你在分析所收集的数据时可能需要帮助。 可以联系支持人员以获得帮助。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nettcpip/test-netconnection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


性能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J_DJ30VNk4?showinfo=0

性能性能计计数器数器

计计数器数器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ADO.NET 适用于任何 DirectQuery 连接。

ADOMD 适用于 Analysis Services 2014 和更早版本。

OLEDB 供某些数据源使用。 包括 SAP HANA 和 Analysis Service 2016
及更高版本。

Mashup 包括任何导入的数据源。 如果要执行计划刷新或按需刷新，则
该刷新通过 mashup 引擎进行。

计计数器数器 说说明明

执行的 ADO.NET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NET 开放式连接失败次数/秒 每秒 ADO.NET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ADO.NET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NET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ADOMD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MD 开放式连接失败次数/秒 每秒 ADOMD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ADOMD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有多个性能计数器可用于度量网关的活动。 这些计数器有助于你判断是否出现高活动负载，以及是否需要新建网
关。 这些计数器不反映某个活动所花的时间。

可以通过 Windows 性能监视器工具访问这些计数器。

以下是这些计数器的一般分组。

以下是可用的性能计数器的列表。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J_DJ30VNk4?showinfo=0


ADOMD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所有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开放式连接失败总数/秒 每秒执行的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数量。

执行的查询总数/秒 每秒执行的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NET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ADO.NET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OLEDB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OLEDB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服务总线池中的项目数 服务总线池中的项目数

执行的 Mashup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Mashup 开放式连接失败数/秒 每秒 Mashup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Mashup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Mashup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查询失败数。

多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多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执行的 OLEDB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OLEDB 开放式连接失败数/秒 每秒 OLEDB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OLEDB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OLEDB 单结果集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单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查询失败数。

单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单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

计计数器数器 说说明明

查看低性能查询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可能会发现通过网关的响应较比较慢。 这可能发生在执行 DirectQuery 查询或在刷新导入数据集时。 可以启用附加
的日志记录用于输出查询及其执行时间，以帮助了解哪些查询执行缓慢。 找到长时间运行的查询后，可能需要对数
据源进行额外修改才能优化查询性能。 例如，调整 SQL Server 查询的索引。

需要修改两个配置文件才能确定查询的持续时间。

在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中将 EmitQueryTraces  的值从 False  更
改为 True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启用 EmitQueryTraces  可开始



IMPORTANTIMPORTANT

<setting name="EmitQueryTraces" serializeAs="String">
    <value>True</value>
</setting>

DM.EnterpriseGateway Information: 0 : 2016-09-15T16:09:27.2664967Z DM.EnterpriseGateway    4af2c279-1f91-4c33-
ae5e-b3c863946c41    d1c77e9e-3858-4b21-3e62-1b6eaf28b176    MGEQ    c32f15e3-699c-4360-9e61-2cc03e8c8f4c    
FF59BC20 [DM.GatewayCore] Executing query (timeout=224) "<pi>
SELECT
TOP (1000001) [t0].[ProductCategoryName],[t0].[FiscalYear],SUM([t0].[Amount])
 AS [a0]
FROM
(
(select [$Table].[ProductCategoryName] as [ProductCategoryName],
    [$Table].[ProductSubcategory] as [ProductSubcategory],
    [$Table].[Product] as [Product],
    [$Table].[CustomerKey] as [CustomerKey],
    [$Table].[Region] as [Region],
    [$Table].[Age] as [Age],
    [$Table].[IncomeGroup] as [IncomeGroup],
    [$Table].[CalendarYear] as [CalendarYear],
    [$Table].[FiscalYear] as [FiscalYear],
    [$Table].[Month] as [Month],
    [$Table].[OrderNumber] as [OrderNumber],
    [$Table].[LineNumber] as [LineNumber],
    [$Table].[Quantity] as [Quantity],
    [$Table].[Amount] as [Amount]
from [dbo].[V_CustomerOrders] as [$Table])
)
 AS [t0]
GROUP BY [t0].[ProductCategoryName],[t0].[FiscalYear] </pi>"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

对从网关发送到数据源的查询进行日志记录。

启用 EmitQueryTraces 可能会根据网关使用情况显著增加日志大小。 完成日志审阅后，需要将 EmitQueryTraces 设置为 False。
不建议长期将此设置保留为启用状态。

示例示例查询查询条目条目

在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 文件中将 TracingVerbosity  的值从 4  更改为 
5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更改此设置可将详细条目写入网关日
志。 其中包括显示持续时间的条目。 此外，还可以通过启用本地网关应用程序中的“附加日志记录”按钮来启用详细
条目。



IMPORTANTIMPORTANT

<setting name="TracingVerbosi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5</value>
</setting>

活活动类动类型型

活活动类动类型型 说说明明

MGEQ 通过 ADO.NET 执行的查询。 包括 DirectQuery 数据源。

MGEO 通过 OLEDB 执行的查询。 这包括 SAP HANA 和 Analysis
Services 2016。

MGEM 从 Mashup 引擎执行的查询。 适用于使用计划刷新或按需刷新
的导入数据集。

确定确定查询查询的持的持续时间续时间

将 TracingVerbosity 设置为 5  可能会大大增加日志大小，具体视网关使用情况而定。 完成日志审阅后，需要将 TraceVerbosity
设置为 4 。 不建议长期将此设置保留为启用状态。

 

若要确定查询数据源所花的时间，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网关日志。



防火墙或代理

Test-NetConnection -ComputerName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Port 9350

NOTENOTE

ComputerName           :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RemoteAddress          : 70.37.104.240
RemotePort             : 5672
InterfaceAlias         : vEthernet (Broadco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 Virtual Switch)
SourceAddress          : 10.120.60.105
PingSucceeded          : False
PingReplyDetails (RTT) : 0 ms
TcpTestSucceeded       : True

网网络络端口端口测试测试

开始新开始新测试测试

 DM.EnterpriseGateway Verbose: 0 : 2016-09-26T23:08:56.7940067Z DM.EnterpriseGateway    baf40f21-2eb4-
4af1-9c59-0950ef11ec4a    5f99f566-106d-c8ac-c864-c0808c41a606    MGEQ    21f96cc4-7496-bfdd-748c-
b4915cb4b70c    B8DFCF12 [DM.Pipeline.Common.TracingTelemetryService] Event: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duration=5004)

NOTENOTE

2. 搜索活动类型来查找查询。 此处的示例为 MGEQ。

3. 记下次要 GUID，因为这是请求 ID。

4. 继续搜索 MGEQ，直到找到具有持续时间的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条目。 确认该条目具有
相同请求 id。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是一个详细条目。 除非 TraceVerbosity 处于级别 5，否则不会记录此条目。

有关为你的网关提供代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可以在 PowerShell 提示符处运行 Test-NetConnection 以进行测试，从而确定防火墙或代理是否可能会阻止连接。
它将测试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连接。 这仅测试网络连接，与云服务器服务或网关没有任何关系。 它有助于确定你的
计算机是否可以实际连接到互联网。

Test-NetConnection 仅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更高版本。 还适用于 Windows 8.1 及更高版本。 在旧版操作系统
中，可以使用 Telnet 测试端口连接性。

结果应与以下所示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 TcpTestSucceeded。 如果 TcpTestSucceeded 不为 true，则你可能会被防火
墙阻止。

如果你想做到面面俱到，请将 ComputerName 和 Port 值替换为对端口列出的相应项

防火墙可能也会阻止 Azure 服务总线与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需要将这些数据中心中
你所在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允许列表（取消阻止）。 你可以在此处获得 Azure IP 地址列表。

网络端口测试工具用于检查网关是否可以访问网关传输数据所需的所有远程服务器的正确端口。 如果网络端口测试
未能连接任何端口，则网关可能遇到网络问题。 如果网关当前遇到网络问题，请运行网络端口测试，以确保网络环
境最佳。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nettcpip/test-netconnec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gateway-onprem#port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测试结测试结果果

在本地数据网关用户界面运行新的网络端口测试。

执行网络端口测试时，网关从 Azure 服务总线检索端口和服务器列表，然后尝试连接所有服务器和端口。 如果再次
出现“开始新测试”链接，则表示网络端口测试已完成执行。

可在“开始新测试”链接下的“最近的测试结果”中查看测试总结。 两个结果为“已完成(成功)”和“已完成(失败，请查看
最近的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成功，则网关已成功连接到所需的所有端口。 如果测试失败，则网络环境可能在阻止这
些所需的端口和服务器。



若要查看最近完成的测试结果，请选择“打开最近完成的测试结果”链接，如下所示。 测试结果在 Windows 的默认文
本编辑器中打开。

测试结果将列出网关所需的所有服务器、端口和 IP 地址。 如果测试结果中有任何端口显示为“已关闭”（如下所示），
请确保网络环境不会阻止连接。 可能需要与网络管理员联系，以打开所需端口。



Kerberos

ImpersonationLevelImpersonationLevel

[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DataAccess] About to impersonate user DOMAIN\User (IsAuthenticated: True, 
ImpersonationLevel: Identification)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未能未能为为用用户户  userid  userid 创创建建  Windows  Windows 标识标识

常常规错误规错误；分析；分析协议时协议时出出现现的的  1033  1033 错误错误

如果基础数据库服务器和本地数据网关未针对 Kerberos 约束委派进行适当配置，则在网关上启用详细日志记录，并
基于网关日志文件中的错误/跟踪进行调查，作为故障排除的起始点。

ImpersonationLevel 与 SPN 设置或本地策略设置相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解决该问题：

1. 为本地网关设置 SPN
2. 在 Active Directory (AD) 中设置约束委派

如果无法代表其他用户进行模拟，将出现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如果尝试模拟的帐户来自另一个域，
而不是网关服务域所在的域（这是一个限制），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按照上面 ImpersonationLevel 部分中的步骤操作，验证配置是否正确
请确保它尝试模拟的 userid 是一个有效的 AD 帐户

如果使用 UPN (alias@domain.com) 模拟用户，那么在 SAP HANA 中配置的外部 ID 与登录名不匹配时，就会收到
1033 错误。 在日志中，可看到“原始 UPN 'alias@domain.com 在错误日志顶部替换为新 UPN
'alias@domain.com'”，如下所示。



[DM.GatewayCore] SingleSignOn Required. Original UPN 'alias@domain.com' replaced with new UPN 
'alias@domain.com.'

      <setting name="ADUserNameReplacementProper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sAMAccount</value>
      </setting>
      <setting name="ADServerPath" serializeAs="String">
        <value />
      </setting>
      <setting name="CustomASDataSource" serializeAs="String">
        <value />
      </setting>
      <setting name="ADUserNameLookupProper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AADEmail</value>

[SAP AG][LIBODBCHDB DLL][HDBODBC] [SAP AG][LIBODBCHDB DLL][HDBODBC] 通通讯链讯链接失接失败败 ;-10709 ;-10709 连连接失接失败败  (RTE:[-1] Kerberos  (RTE:[-1] Kerberos 错误错误。。   主要主要 :“:“其他其他
故障故障  [851968]” [851968]”，次要，次要 :“:“安全包中没有可用的凭据安全包中没有可用的凭据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SAP HANA 要求模拟的用户在 AD（用户别名）中使用 sAMAccountName 属性。 如果不正确，将看到 1033
错误。

可在日志中看到 sAMAccountName（别名）而不是 UPN，它是后跟域的别名 (alias@doimain.com)

如果未在 AD 中正确配置委派，将收到 -10709 连接失败错误消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确保在网关服务帐户 AD 中的“委派”选项卡上拥有 SAP Hana 服务器



 

用于故障排除的工具

从网关配置器收集日志从网关配置器收集日志

可以收集多个网关日志，应始终从日志入手。 在安装网关后收集日志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用户界面。 在“本地数据网
关”用户界面中，依次选择“诊断”和页面底部附近的“导出日志”链接，如下图所示。

安装程序日志安装程序日志



 

%localappdata%\Temp\On-premises_data_gateway_*.log

%localappdata%\Microsoft\On-premises Data Gateway\GatewayConfigurator*.log

C:\Users\PBIEgwService\AppData\Local\Microsoft\On-premises Data Gateway\Gateway*.log

事件日志事件日志

Fiddler Fiddler 跟踪跟踪

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配置日志配置日志

本地数据网关服本地数据网关服务务日志日志

本地数据网关服本地数据网关服务务事件日志位于“应用程序和服务日志”下。

Fiddler 是 Telerik 提供的一款用于监视 HTTP 流量的免费工具。 可以从客户端计算机通过 Power BI 服务来回查看。
这可能会显示错误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在计划刷新中使用网关时，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支持请求，刷新历史记录可帮助查看发生了什么错误，以及提供有用

的数据。 可以查看计划刷新和按需刷新。 下面是有关如何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的说明。

1. 在 Power BI 导航窗格中的数据集数据集中，选择一个数据集>打开菜单>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2. 在设设置置 ...>计计划刷新划刷新中，选择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后续步骤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对刷新方案进行故障排除，请参阅对刷新方案进行故障排除一文。

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网关故障排除 - 个人
2018/7/1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更新到最新版本

安装

NOTENOTE

计划刷新

以下介绍使用 Power BI 个人网关时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最新版本的个人用网关为本地数据网关（个人版）本地数据网关（个人版）。 请更新安装以使用该版本。

网关版本过期后，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好的常规做法是确保所使用的是最新版本。 如果你已经一个月或更长时
间没有升级网关，可能需要考虑安装网关最新版本，并检查此问题是否会重现。

个人网关个人网关为为  64 位位  - 如果计算机为 32 位则不能安装个人网关。 操作系统必须是 64 位。 需安装 64 位版
Windows，或者在 64 位计算机上安装个人网关。

个人网关无法作个人网关无法作为为一一项项服服务务安装，即使你是安装，即使你是计计算机的本地管理算机的本地管理员员  - 如果用户是计算机本地管理员组中的成
员，但组策略不允许该用户名作为服务登录，安装可能会失败。 目前，请确保组策略允许用户作为服务登录。 我们
正在努力修复此问题。 了解详细信息

操作超操作超时时  - 如果要在其上安装个人网关的计算机（物理计算机或 VM）具有单核处理器，此问题很常见。 关闭所有
应用程序和任何不必要的进程并再次尝试安装。

数据管理网关或数据管理网关或  Analysis Services 连连接器不能与个人网关安装在同一台接器不能与个人网关安装在同一台计计算机上算机上  - 如果你已经安装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器或数据管理网关，必须先卸载该连接器或网关，然后尝试安装个人网关。

如果在安装期间遇到问题，安装日志会提供相关信息帮助你解决此问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程序日志。

代理服代理服务务器配置器配置  如果你的环境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可能会遇到与配置个人网关相关的问题。 若要了解有关如
何配置代理服务器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Power BI 网关的代理服务器设置

错误错误：云中存：云中存储储的凭据的凭据丢丢失。失。

如果你已计划刷新，然后卸载并重新安装个人网关，则在 <dataset> 的设置中会出现此错误。 当你卸载个人网关
时，针对刷新配置的数据集的数据源凭据将从 Power BI 服务中删除。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在 Power BI 中，转到数据集的刷新设置。 在“管理数据源”中，对于任何存在错误的数据源，单击“编辑
凭据”并再次登录到数据源。

错误错误：：为为数据集提供的凭据无效。数据集提供的凭据无效。请请通通过过刷新更新凭据或在刷新更新凭据或在“数据源数据源设设置置”对话对话框中更新凭据以框中更新凭据以继续执继续执行操行操

作。作。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如果收到凭据消息，这可能意味着：

请确保用于登录到数据源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最新的。 在 Power BI 中，转到数据集的刷新设置。 在“管理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troubleshooting-power-bi-personal-gateway.m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cc739424.aspx


数据源

NOTENOTE

据源”中，单击“编辑凭据”来更新数据源的凭据。

在单个查询中，如果其中一个源正在使用 OAuth 进行身份验证，云源和的本地源之间的混合应用程序将无
法在个人网关中刷新。 例如，CRM Online 和本地 SQL Server 之间的混合应用程序。 这将失败，因为
CRM Online 需要 OAuth。

这是一个已知问题，我们正在调查。 若要解决此问题，为云源和本地源配备单独的查询，并使用合并或追
加查询以将它们合并。

错误错误：数据源不受支持。：数据源不受支持。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如果在计划刷新设置中出现数据源不受支持的消息，这可能意味着：

Power BI 中当前不支持数据源进行刷新。
Excel 工作簿不包含数据模型，仅包含工作表数据。 如果已上载的 Excel 工作簿包含数据模型，Power BI 当前
只支持刷新。 当在 Excel 中使用 Power Query 导入数据时，请务必选择此选项将数据加载到数据模型。 这可
确保数据导入到数据模型。

错误错误：：[无法合并数据无法合并数据] <查询查询部分部分>/<…>/<…> 正在正在访问访问的数据源具有无法一起使用的的数据源具有无法一起使用的隐隐私私级别级别。。请请重新生重新生

成此数据成此数据组组合。合。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此错误是由于隐私级别限制和正在使用的数据源类型所导致。

错误错误：数据源：数据源错误错误：无法将：无法将值值“[Table]”转换为转换为  Table 类类型。型。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此错误是由于隐私级别限制和正在使用的数据源类型所导致。

错误错误：：对对于此行没有足于此行没有足够够的空的空间间。。

如果有大于 4 MB 大小的单个行，则会出现此错误。 需要从数据源确定行是什么，并尝试将其筛选出或减少该行
的大小。

缺少数据提供程序缺少数据提供程序  – 个人网关只有 64 位版。 它需要在已安装个人网关的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64 位版本数据提
供程序。 例如，如果数据集中的数据源是 Microsoft Access，必须在已安装个人网关的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64 位
ACE 提供程序。

如果有 32 位 Excel，则无法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64 位 ACE 提供程序。

Access 数据数据库库不支持不支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 对于 Access 数据库，Power BI 当前仅支持匿名访问。 对于 Access
数据库，我们将启用 Windows 身份验证。

输输入数据源凭据入数据源凭据时时出出现现登登录错误录错误  - 如果为数据源输入 Windows 凭据时遇到与此类似的错误，可能是因为你仍
在使用旧版本的个人网关。 安装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网关 - 个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ateway/


磁贴刷新

用于故障排除的工具

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错误错误：：为为使用使用  ACE OLEDB 的数据源的数据源选择选择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时验证时出出现现登登录错误录错误  - 如果为使用 ACE OLEDB 提
供程序的数据源输入数据源凭据时出现以下错误：

对于使用 ACE OLEDB 提供程序的数据源，Power BI 当前不支持 Windows 身份验证。

解决方案：要解决此错误，可以选择匿名身份验证。 对于旧式 ACE OLEDB 提供程序，匿名凭据等效于 Windows
凭据。

如果接收到一个与仪表板磁贴刷新相关的错误，请参阅以下文章。

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如果你需要创建一个支持请求，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可帮助你了解发生了什么错误，并提供有用的数据。 可以查看计划
刷新和按需刷新。 下面是有关如何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的说明。

1. 在 Power BI 导航窗格中的数据集数据集中，选择一个数据集>打开菜单>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事件日志事件日志

2. 在设设置置 ...>计计划刷新划刷新中，选择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有几个事件日志可提供信息。 如果你是计算机管理员，则显示前两个，即数据管理网关数据管理网关和 PowerBIGateway。 如
果你不是管理员，并且使用的是个人网关，将在应应用程序用程序日志中看到日志条目。

数据管理网关数据管理网关和 PowerBIGateway 日志显示在应应用程序和服用程序和服务务日志日志下方。



Fiddler Fiddler 跟踪跟踪

安装程序日志安装程序日志

NOTENOTE

Fiddler 是 Telerik 提供的一款用于监视 HTTP 流量的免费工具。 可以从客户端计算机通过 Power BI 服务来回查
看。 这可能会显示错误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如果个人网关个人网关无法安装，将看到一个链接以显示安装程序日志。 这可以显示有关故障的详细信息。 这些是
Windows 安装日志，也称作 MSI 日志。 它们可能非常复杂且难以阅读。 通常在底部显示引发的错误，但确定错
误原因并非易事。 它可能是不同日志中错误的结果，或是较高的日志中错误的结果。

或者，可以转到“Temp 文件夹”(%temp%) 并查找以 Power_BI_ 开头的文件。

转到 %temp% 可能将你带到 temp 的子文件夹。Power_BI_ 文件将位于 temp 目录的根目录中。 可能需要转到上一个或上两
个级别。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后续步骤

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数据刷新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不支持的数据源故障排除
2018/7/11 • • Edit Online

    You cannot schedule refresh for this dataset because it gets data from sources that currently don’t 
support refresh.

查找数据源

尝试为计划的刷新配置数据集时，你可能会遇到错误。

刷新不支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的数据源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你需要查找所使用的数据源并将它与在
Power BI 中刷新数据处的不支持数据源列表进行比较。

如果你不确定所使用的数据源，则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以下步骤来查找该数据源。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请确保你处于报报表表窗格上。

2. 从功能区栏中选择编辑查询编辑查询。

3. 选择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troubleshoot-unsupported-data-source-for-refresh.md


后续步骤

4. 记下为源列出的提供程序。 在此示例中，提供程序是 ActiveDirectory。

5. 将提供程序与在 Power BI 中刷新数据中的不支持数据源列表进行比较。 你会发现 Active Directory 不是刷新支
持的数据源。

数据刷新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的 Azure SQL 数据库计划刷新中的故障排
除
2018/7/20 • • Edit Online

有关设置计划刷新的详细步骤，请务必参阅刷新 Power BI 中的数据。

设置 Azure SQL 数据库的计划刷新时，若在编辑凭据时收到含错误代码 400 的错误消息，尝试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正确的防火墙规则：

1. 登录到 Azure 管理门户
2. 转到正在为其配置刷新的 Azure SQL 服务器
3. 在允许的服务区域中开启“Windows Azure 服务”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troubleshooting-scheduled-refresh-azure-sql-database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错误: 我们在你的 Excel 工作簿中找不到任何数据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快速解决方案

详细信息

原因原因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本文适用于 Excel 2007 及更高版本。

将 Excel 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时，你可能会看到以下错误：

错误: 我们在你的 Excel 工作簿中找不到任何数据。你的数据可能格式不正确。你需要在 Excel 中编辑工作簿，然后
再次导入它。

1. 在 Excel 中编辑工作簿。
2. 选择包含你的数据的单元格范围。 第一行应包含列标题（列名）。
3. 按 Ctrl + T 可创建表。
4. 保存工作簿。
5. 返回到 Power BI 并再次导入工作簿，如果你在 Excel 2016 中工作并且已将工作簿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请在 Excel 中，单击“文件”>“发布”。

在 Excel 中，可以通过某一范围的单元格创建表表，这样可以更方便地对数据进行排序、筛选和设置格式。

导入 Excel 工作簿时，Power BI 会查找这些表，并将它们导入数据集；如果找不到任何表，则你会看到此错误消息。

NOTENOTE

1. 在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此处的图片属于 Excel 2013。 如果你在不同版本，则显示内容可能稍有不同，但步骤是相同的。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troubleshoot-excel-workbook-data.md


2. 选择包含你的数据的单元格范围。 第一行应包含列标题（列名）：

3. 在功能区中插入插入选项卡上，单击表表。 （或者，作为快捷方式，按 Ctrl + T。）



4. 你会看到以下对话框。 请确保表包含表包含标题标题已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确定：

5. 现在数据格式化为表：

6. 保存工作簿。

7. 返回到 Power BI。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取数据”。



8. 在文件文件框中，选择获获取取。

9. 再次导入 Excel 工作簿。 这次导入应找到表并且成功。

如果导入仍失败，请单击帮助菜单中的**“社区”**来告诉我们：



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2018/7/31 • • Edi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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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与支持部门联系

下面是使用磁贴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错误以及错误说明。

如果遇到上文未列出的错误，且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可通过社区网站寻求进一步的支持，或者可以创建支持票证。

Power BI 加加载载模型模型时时遇到意外遇到意外错误错误。。请请稍后再稍后再试试。。  或无法无法检检索数据模型。索数据模型。请联请联系系仪仪表板所有者，确保数据表板所有者，确保数据

源和模型存在并且可源和模型存在并且可访问访问。。

我们无法访问你的数据，因为数据源不可访问。 如果数据源已删除、重命名、移动、脱机或权限已更改，则可能会
发生这种情况。 确认源是否仍处于我们指向的位置，你是否仍有权访问该源。 如果这不是问题，可能是源速度比
较慢。 请稍后在源上的负载较小时重试。 如果是本地源，数据源所有者可以提供详细信息。

你没有你没有权权限限查查看此磁看此磁贴贴或打开或打开该该工作簿。工作簿。

请联系仪表板所有者，确保数据源和模型存在并且你的帐户可以访问。

数据形状必数据形状必须须至少包含一个至少包含一个输输出数据的出数据的组组或或计计算。算。请联请联系系仪仪表板所有者。表板所有者。

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要显示，因为查询为空。 请尝试将字段列表中的某些字段添加到你的可视化对象中并重新固
定。

无法无法显显示数据，因示数据，因为为  Power BI 无法确定两个或多个字段之无法确定两个或多个字段之间间的关系。的关系。

正在尝试使用不相关的表中的两个或多个字段。 你需要从可视化对象中删除不相关的字段，然后创建表之间的关
系。 完成此操作后，你可以将字段添加回可视化对象。 这可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Pivot for Excel 中完
成。 了解详细信息

主坐主坐标轴标轴和和辅辅助坐助坐标轴标轴中的中的组组重叠。主坐重叠。主坐标轴标轴中的中的组拥组拥有的密有的密钥钥不能与不能与辅辅助坐助坐标轴标轴中的中的组拥组拥有的相同。有的相同。

这通常是暂时性问题。 当将组从行中移动到列中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移动完所有组后，该错
误应该会消失。 如果你仍看到此消息，请尝试在行和列或者轴图例之间切换字段或者从可视化对象中删除字段。

此可此可视视化化对对象已超出可用象已超出可用资资源。源。请尝试进请尝试进行行筛选筛选以减少以减少显显示的数据量。示的数据量。

你的可视化对象尝试查询的数据太多，无法通过可用资源完成结果。 请尝试筛选可视化对象以减少结果中的数据
量。

我我们们无法无法识别识别以下字段：以下字段：{0}。。请请使用数据集中存在的字段更新可使用数据集中存在的字段更新可视视化化对对象。象。

该字段可能已删除或被重命名。 可以从可视化对象中删除中断的字段，添加不同的字段，并重新固定该字段。

无法无法检检索索该该可可视视化化对对象的数据。象的数据。请请稍后再稍后再试试。。

这通常是暂时性问题。 如果你稍后再试，仍看到此消息，请与支持部门联系。

如果你仍然有问题，请与支持部门联系做进一步调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fresh-troubleshooting-tile-errors.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support.powerbi.com


后续步骤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Personal Gateway 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刷新失败时，如何刷新 Xero 内容包证书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果使用 Xero Power BI 内容包，由于最近的 Power BI 服务事件，你可能遇到了一些内容包的每日刷新问题。

可以通过检查 Xero 数据集的最后刷新状态看到内容包是否已成功刷新，如下面的屏幕截图中所示。

如果看到如上所示的刷新失败，请按照以下步骤续订内容包凭据。

1. 单击 Xero 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 (...)，然后单击“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这将打开 Xero 内容包的设置页。

2. 在“Xero 设设置置”页，选择“数据源凭据数据源凭据” > “编辑编辑凭据凭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fresh-xero-credentials.md


3. 输入你的组织名称 > 下一步下一步。

4. 使用 Xero 帐户登录。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5. 现在凭据已更新，我们必须确保刷新计划设置为每天运行一次。 单击 Xero 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 (...)，然后再
次单击“计计划刷新划刷新”以进行检查。

6. 还可以选择立即刷新数据集。 单击 Xero 数据集旁边的省略号 (...)，然后单击“现现在刷新在刷新”。

如果仍有刷新方面的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http://support.powerbi.com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 Power BI Xero 内容包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Xero 内容包帮助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upport.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视频
2018/7/17 • • Edit Online

查看我们新上传的内容

更多视频

后续步骤

我们有一个关于 Power BI 的 YouTube 频道！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频道，并且如果你是初次接触 Power BI，那么使用
Power BI 分析和可视化数据播放列表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为了帮助大家入门，下面列出了此播放列表中的一些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2wy4XgQIu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5DABLeJzQY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7uBWhaCo78

https://www.youtube.com/embed/47uXJW1GIUY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概述。

协作和共享。

Power BI 移动版概述

面向开发人员的 Power BI

日期切片器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服务中的警报

请查看以下更多视频的来源和内容集合。

Power BI 的引导学习 - 按顺序学习 Power BI（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Guy in a Cube 频道 - 有关 Power BI 特性和功能的最新视频

什么是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videos.md
https://www.youtube.com/user/mspowerbi/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2wy4XgQIu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5DABLeJzQY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7uBWhaCo78
https://www.youtube.com/embed/47uXJW1GIUY
https://youtu.be/V7i82ZZm0vw
https://youtu.be/d-rXAJ3_uAo
https://youtu.be/JbL2-HJ8c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uided-learni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1vaKzpfvoGai0vE5VJ0w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网络研讨会
2018/7/17 • • Edit Online

即将举行的网络研讨会

特别推荐的网络研讨会

按需网络研讨会

入入门门

注册并加入我们即将发布的实时网络研讨会，或根据需要观看我们录制的会话。

尚无举办网络研讨会的计划。 请稍后再查看更多近期活动安排。

从 Power BI 社区参加即将举行的网络研讨会

开始加入这些受欢迎的按需网络研讨会

开始使用开始使用  Power BI 
作者：Miguel Martinez 
注册并立即观看

PowerBI.Tips 所有者提供的所有者提供的  Power BI 技巧、提示和工具技巧、提示和工具  
作者：Mike Carlo 和 Seth Bauer 
立即观看

在在  20 分分钟钟内了解如何通内了解如何通过过  Power BI 仪仪表板表板进进行行导导航航  
作者：Miguel Martinez 
注册并立即观看

轻轻松引人入松引人入胜胜  — 改善可改善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设计设计的技巧的技巧  
作者：Miranda Li 
注册并立即观看

另另请请参参阅阅：使用：使用  Power BI 的的  Excel 用用户户可以可以获获得的得的  5 个个优势优势  
作者：Carlos Otero 和 Miguel Martinez 
注册并立即观看

浏览来自我们的社区专家的 Power BI 按需网络研讨会库

随时观看录制的会话

如何如何设计设计具有极佳具有极佳视觉视觉效果的效果的  Power BI 报报表表  
作者：Charles Sterling 
立即观看

在在  20 分分钟钟内了解内了解  Power BI Embedded 
主讲人：Megan Asarrane 和 Colin Murphy 
注册并立即观看

超出超出电电子表格的功能子表格的功能  
作者：Gohul Shanmugalingam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webinars.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tag/community-webinars/?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getting-started-with-power-bi-ondemand.html?Is=Websi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j1_e3HXow
https://info.microsoft.com/powerbi-dashboard-in-20-min.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tips-for-better-visualization-design.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excel-powerbi-better-together.html?Is=Websit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Webinars-and-Video-Gallery/bd-p/VideoTipsTricks?filter=webinars&featured=yes&Is=Websit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Webinars-and-Video-Gallery/5-3-17-Webinar-How-to-Design-Visually-Stunning-Power-BI-Reports/m-p/168204?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embedded-in-20-min.html?Is=Website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社区社区

高高级级主主题题

注册并立即观看

使用使用  Power BI 和和  Visio 绘绘制正确的制正确的见见解解  
作者：Shakun Grover 
注册并立即观看

将将报报表从良好表从良好转换为转换为极好！极好！  
作者：Reid Havens 
立即观看

使用位置智能提升使用位置智能提升  BI 
作者：来自 Esri 的 Scott Ball 和来自 Microsoft 的 Enrique Plaza 
注册并立即观看

提高医提高医疗疗保健的盈利能力保健的盈利能力  
作者：来自 US Medical IT 的 Stephen Cracknell 和 Stuart Macanliss 
注册并立即观看

已向已向销销售和服售和服务应务应用智能用智能  
作者：来自 Avanade 的 Ed Bobrin 
注册并立即观看

制造商：你的行制造商：你的行业业正在正在经历经历数字化数字化转转型型  - 通通过过利用分析来保持利用分析来保持领领先地位，先地位，实现实现利利润润最大化最大化  
作者：来自 Blue Margin 的 Jon Thompson 和来自 Elgin Fastener Group 的 Jim Pastor 
注册并立即观看

使用新的使用新的  Power BI 和和  data.world 连连接器接器查查看公用或看公用或专专用数据集用数据集  
作者：Patrick McGarry 和 Miguel Martinez 
注册并立即观看

使用数据和使用数据和  Power BI 呈呈现现情景情景  
作者：Tristan Malherbe 
立即观看

适用于适用于  Power BI 的的实实用用  DAX 
作者：Phil Seamark 
立即观看

使用使用  Power BI 嵌入开嵌入开发发  – 2018 年年  4 月更新月更新  
作者：Ted Pattison 
立即观看

Power BI 安全深度探索安全深度探索  
作者：Kasper de Jonge 
立即观看

询问询问合作伙伴：开合作伙伴：开发发  Power BI 的自定的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作者：Ted Pattison 
立即观看

Excel 和和  Power BI 高高级级分析分析  
作者：Nagasaikiran Kambhampati 和 Miguel Martinez 
注册观看 
下载高级分析初学者工具包以跟进

https://info.microsoft.com/CA-PowerBI-WBNR-FY18-05May-09-DataBeyondtheSpreadsheet-MCW0006385_01Registration-ForminBody.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and-visio.html?Is=Websit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Webinars-and-Video-Gallery/Power-BI-Transforming-A-Report-From-Good-to-GREAT/m-p/315119?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ondeamnd-boost-powerbi-with-arcgis.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improving-profitability-in-healthcare.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applied-intelligence-for-sales-service.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digital-transformation-in-manufacturing.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data-world-connector-powerbi.html?Is=Websi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k0suekwH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fGfqzS37q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nGlrRy588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Webinars-and-Video-Gallery/5-23-2017-Power-BI-security-deep-dive-by-Kasper-de-Jonge/m-p/161476?Is=Websit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Webinars-and-Video-Gallery/Ask-a-Partner-Developing-Custom-Visuals-for-Power-BI/m-p/150368?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advanced-analytics-excel-powerbi.html?Is=Website
https://aka.ms/pbiaawebinar


另请参阅

Power BI 采用框架网采用框架网络络研研讨讨会系列会系列  
作者：Manu Kanwarpal 和 Paul Henwood 
注册并立即观看 - 第 1 部分 - 采用：采用数据驱动的区域性 
注册并立即观看 - 第 2 部分 - 监管：管理 Power BI 的使用 
注册并立即观看 - 第 3 部分 - 服务管理：Power BI 服务管理见解 
注册并立即观看 - 第 4 部分 - 安全性：使用 Power BI 保护数据 
注册并立即观看第 5 部分 - 推出：成功推出 Power BI

Office 365 金融金融专业专业人人员员网网络络研研讨讨会系列会系列  
主讲人：Mark Traverso、Carlos Otero、Johnnie Thomas、Amanda Cofsky 和 Miguel Martinez 
使用 Office 365 了解提示、技巧和最佳做法，更高效地完成日常工作。 
注册并立即观看

成成为为全能的全能的  Power BI 专专家家  – 通通过过  Star Wars 数据演示数据演示  Power BI 的最高的最高级级功能功能  
作者：Gil Raviv 
立即观看

如何如何实实施成功的数据管理施成功的数据管理战战略，使略，使组织组织安全性更高安全性更高  
作者：Ajay Anandan 
注册并立即观看

使用使用  Power BI Premium 加速加速现现代代  BI 的使用的使用  
作者：Sirui Sun 和 Miguel Martinez 
注册并立即观看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增功能器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增功能  
作者：Riccardo Muti、Chris Finlan 和 Chinmay Joshi 
注册并立即观看

Microsoft 如何开如何开发发  Power BI 
作者：Kirkland Barrett 
注册并立即观看

Power BI 白皮书

Microsoft 数据见解峰会 2017 年按需会话

什么是 Power BI？

关注 Twitter 上的 @MSPowerBI

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adoption-framework-series.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adoption-ondemand.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ondemand-powerbi-governance.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bi-adoption-framework-part3.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bi-adoption-framework-part4.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w-landing-powerbi-adoption-part5-rollout.html?Is=Website
https://aka.ms/Office365FinanceProsP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0Qk5V8dvgg
https://info.microsoft.com/powerbi-data-governance-strategy-ondemand.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powerbi-premium-webinar-ondemand.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whats-new-powerbi-report-server.html?Is=Website
https://info.microsoft.com/US-PowerBI-WBNR-FY17-11Nov-29-BIATMIcrosoft274828_01Registration-ForminBody.html?Is=Websit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Data-Insights-Summit-2017-On/bd-p/DataInsightsSummit2017OnDemand?Is=Website
https://twitter.com/mspowerbi
https://www.youtube.com/mspowerbi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支持的浏览器
2018/7/17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在以下浏览器中运行 Power BI：

Microsoft Edge
Internet Explorer 11
Chrome 桌面最新版本
Safari Mac 最新版本
Firefox 桌面最新版本

可用的所有平台都支持这些浏览器。

什么是 Power BI？
尝试在 Power BI 社区中获取信息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browser-support.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Power BI 支持的语言和国家/地区
2018/6/28 • • Edit Online

可使用 Power BI 的国家和地区

Power BI 服务的语言

本文提供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支持的语言和国家/地区列表，以及 Power BI 文档。

有关可使用 Power BI 的国家和地区的列表，请参阅国际可用性列表。

Power BI 服务（在浏览器中）具有以下 44 种语言版本：

阿拉伯语

巴斯克语 - Basque
保加利亚语 - Български
加泰罗尼亚语 - català
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中文（繁體）
克罗地亚语 - hrvatski
捷克语 - čeština
丹麦语 - dansk
荷兰语 - Nederlands
英语 - English
爱沙尼亚语 - eesti
芬兰语 - suomi
法语 - français
加利西亚语 - galego
德语 - Deutsch
希腊语 - Ελληνικά
希伯来语

北印度语 - िहंदी
匈牙利语 - magyar
印度尼西亚语 - Bahasa Indonesia
意大利语 - italiano
日语 - 日本語
哈萨克语 - Қазақ
朝鲜语 - 한국어
拉脱维亚语 - latviešu
立陶宛语 - lietuvių
马来语 - Bahasa Melayu
挪威语（挪威）- norsk (bokmål)
波兰语 - Polski
葡萄牙语（巴西）- Português
葡萄牙语（葡萄牙）- Portuguê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upported-languages-countries-regions.md
https://products.office.com/business/international-availability


翻翻译译了什么了什么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中选择选择你的你的语语言言

在在浏览浏览器中器中选择选择你的你的语语言言

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版本（版本  11 11））

Google ChromeGoogle Chrome（版本（版本  42 42））

罗马尼亚语 - română
俄罗斯语 - Русский
塞尔维亚语（西里尔文）- српски
塞尔维亚语（拉丁文）- srpski
斯洛伐克语 - slovenčina
斯洛文尼亚语 - slovenski
西班牙语 - español
瑞典语 - svenska
泰语 - ไทย
土耳其语 - Türkçe
乌克兰语 - українська
越南语 - Tiếng Việt

将体验中的菜单、按钮、消息和其他元素翻译成你的语言，以便更轻松地导航和与 Power BI 交互。

目前，一些功能仅在英文版中可用：

当你连接到服务，例如 Microsoft Dynamics CRM、Google 分析、Salesforce 等，Power BI 为你创建的仪表板和
报表。 （你仍然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建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
使用问答浏览数据。

我们将为其他语言添加更多功能，敬请期待。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设置”图标  > “设置”。
2. 在常常规规选项卡上选择语语言言。
3. 选择你的语言，然后单击应应用用。

Power BI 根据你的计算机上的语言首选项检测你的语言。 你访问和更改这些首选项的方式可能因操作系统和浏
览器而异。 下面介绍了如何从 Internet Explorer 和 Google Chrome 访问这些首选项。

1. 单击浏览器窗口右上角的“工具”按钮：

2. 单击 Internet 选项选项。

3. 在“Internet 选项”对话框中，在“常规”选项卡的“外观”下面，单击语语言言按钮。

1. 单击浏览器窗口右上角的“menu（菜单）”按钮：

2. 单击设设置置。



    

选择 Power BI Desktop 的语言或区域设置

为为通通过过  Windows  Windows 应应用商店安装的用商店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选择语选择语言言

3. 单击显显示高示高级设级设置置。

4. 在“Languages（语言）”下面单击语语言和言和输输入的入的设设置置按钮。

5. 单击添加添加，选择一种语言，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新的语言位于列表末尾处。

6. 将新语言拖到列表顶部，单击使用使用该语该语言言显显示示  Google Chrome。

你可能需要关闭并重新打开浏览器才能看见更改。

获取 Power BI Desktop 的方法有两种：可以直接下载，也可以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安装。

如果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安装 Power BI Desktop，将安装所有语言，并显示与 Windows 默认语言对应的语
言。

如果直接下载 Power BI Desktop，将在下载时选择语言。
还可以在为特定报表导入数据时选择要使用的区域设置。

1. 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安装 Power BI Desktop。

2. 若要更改语言，请在计算机上搜索“Windows 设置”。

3. 选择“时间和语言”。

http://aka.ms/pbidesktopstore


    下下载载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时选择语时选择语言言

选择选择将数据将数据导导入入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时时要使用的区域要使用的区域设设置置

4. 依次选择“区域和语言”、一种语言和“设置为默认值”。

下次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时，它将使用被设置为默认值的语言。

为 Power BI Desktop 选择的语言会影响报表中的数字和日期的显示格式。

在下载 Power BI Desktop 时选择语言。

若要更改 Power BI Desktop 所使用的语言，请返回到下载页面，下载其他语言版本。

无论是直接下载 Power BI Desktop，还是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安装它，都可以为特定报表选择不同于 Power
BI Desktop 版本所用区域设置的区域设置。 这会更改从数据源导入的数据的解释方式。例如，“3/4/2017”是解释
为 4 月 3 日，还是解释为 3 月 4 日。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依次转到“文件” > “选项和设置” > “选项”。

2. 在“当前文件当前文件下，选择“区域区域设设置置”。

3. 在“导入的区域设置”框中选择不同的区域设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选择选择模型的模型的语语言言

NOTENOTE

4. 选择确定确定。

除了设置 Power BI Desktop 应用程序的语言以外，还可以设置模型语言。 模型语言主要影响两个方面：

如何比较和排序字符串。 例如，由于土耳其语有两个字母 i，根据数据库的排序规则，这两个字母在排序时可能
出现不同的顺序。

从日期字段创建隐藏的日期表时，将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语言。 例如，字段名为 Month/Monat/Mois，等
等。

Power BI 模型当前使用不区分大小写（或不区分假名）的区域设置，因此“ABC”和“abc”将被视为等效项。 如果“ABC”首先加载到
数据库，其他仅在大小写上不同的字符串（例如“Abc”）将不会作为单独值加载。

下面介绍如何设置模型语言。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依次转到“文件” > “选项和设置” > “选项”。

2. 在“全局”下面，选择“区域设置”。

3. 在“模型语言”框中选择不同的语言。



NOTENOTE

帮助文档的语言

后续步骤

一旦创建，Power BI 模型的语言将不能更改。

帮助已本地化为以下 10 种语言：

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中文（繁體）
法语 - français
德语 - Deutsch
意大利语 - italiano
日语 - 日本語
朝鲜语 - 한국어
葡萄牙语（巴西）- Português
俄罗斯语 - Русский
西班牙语 - español

使用的是 Power BI 移动应用之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支持的语言。
是否有任何问题？ 请尝试在 Power BI 社区中提问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Power BI 白皮书
2018/6/27 • • Edit Online

白皮白皮书书 说说明明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介绍了 Power BI Premium 刚刚面世时的情况以及它的发展趋
势。

Power BI Premium 规划和部署 本文介绍了如何针对已定义的工作负载规划和部署高级容量，

以及相应的最佳做法。

使用 Power BI Premium规划嵌入式分析的容量 本文为应用开发人员/ISV 提供有关如何为其业务确定最合适容
量的指导。

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 这是一本技术白皮书，简要介绍了性能良好且安全的 Power BI
组织部署的注意事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容量计划指南 本文旨在通过共享针对报表服务器的各种工作负载的大量加载

测试执行的结果，提供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容量计划指南。

安全性 详细介绍了 Power BI 中的安全性。

Power BI 和 GDPR Power BI 可以是你着手实现 GDPR 合规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
文档的目的是为你提供一些有关 GDPR 的基本知识，并将其与
Power BI 联系起来。 虽然在本文档中列出的特定情况下，要求
强制遵守 GDPR，但它不是一个“复选框”练习。 它也是一种增强
整体数据保护和隐私功能的方法。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将 Power BI 内容分发给外部
来宾用户

本白皮书概述了如何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企业到企业
(AAD B2B) 的集成将内容分发给组织外的用户。

高级 Power BI 分析 介绍 Power BI 的高级分析功能，包括预测分析、自定义可视化
效果、R 集成和数据分析表达式。

设计报表和视觉对象的最佳做法 介绍了有关如何在 Power BI 中设计报表的最佳做法。

双向筛选 介绍了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双向交叉筛选（此白皮书还介绍
了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16，两者行为相同）。

SQL Server 2016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 DirectQuery 针对 SQL Server 2016，DirectQuery 经过重新设计，显著提高
了速度和性能，但现在的理解和实现过程也更为复杂。

Power BI 和 SAP BW 本文档介绍 SAP 客户如何在连接 Power BI 和现有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系统的过程中受益。

Power BI 治理和部署方法 提供 Power BI 内部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选项和建议。

保护表格 BI 语义模型 本白皮书介绍了表格 BI 语义和 Power BI 的安全模型。 你将了
解如何创建角色，实现动态安全性，配置模拟设置，管理角色，

以及选择连接到在你的网络安全上下文中工作的模型的方法。

阅读白皮书，可以深入探索 Power BI 主题。 这里列出了已发布的 Power BI 白皮书。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whitepapers.md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aka.ms/Premium-Capacity-Planning-Deployment
https://aka.ms/pbiewhitepape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s://aka.ms/power-bi-gdpr-whitepaper
https://aka.ms/powerbi-b2b-whitepaper
https://info.microsoft.com/advanced-analytics-with-power-bi.html?Is=Website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analysisservices/2017/04/06/directquery-in-sql-server-2016-analysis-services-whitepaper/
https://aka.ms/powerbiandsapbw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5915&clcid=0x409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2/0/D20E1C5F-72EA-4505-9F26-FEF9550EFD44/Securing the Tabular BI Semantic Model.docx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2018/7/20 • • Edit Online

连接到数据

Power BI Desktop 是一款可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免费应用程序，可用于连接到数据、转换数据并实现数据的
可视化效果。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连接到多个不同数据源并将它们（通常称为“建模”）合并到数据模型
中，该模型允许用户生成可作为报表与组织内的其他人共享的视觉对象和视觉对象集合。 致力于商业智能项目
的大多数用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然后使用 Power BI 服务与其他人共享其报表。

Power BI Desktop 的最常见用途如下：

连接到数据

转换和清除该数据，以创建数据模型

创建视觉对象，如提供数据的可视化表示形式的图表或图形

在一个或多个报表页上创建作为视觉对象集合的报表

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与其他人共享报表

最常负责此类任务的人员通常被视为“数据分析师”（有时简称为“分析师”）或“商业智能专业人员”（通常称为“报
表创建者”）。 但是，不将自己视为分析师或报表创建者的许多人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引人注目的报表，
或拉取来自各个源的数据并生成可与其同事和组织共享的数据模型。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使用来自多个源的数据创建复杂且视觉效果丰富的报表，即可与组织中的其他人
共享的多合一报表。

要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第一步为连接到数据。 可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多个不同数据源。 要连
接到数据，只需选择“主页”功能区，然后选择“获取数据”>“更多”。 下图显示出现的“获取数据”窗口，其中显示了
Power BI Desktop 可连接到的多个类别。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what-is-desktop.md


选择数据类型时，系统会提示输入 Power BI Desktop 代表你连接到数据源所需的 URL 和凭据等信息。



转换和清除数据、创建模型

连接到一个或多个数据源后，可能希望转换数据，因此这样做对你非常有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使用内置查询编辑器清除并转换数据。 使用查询编辑器可以对数据进行更改，如
更改数据类型、删除列或合并来自多个源的数据。 这有点像雕刻，你可以从大块泥土（或数据）开始，然后进行
刮削或根据需要添加其他，直到数据形状符合你的要求。



查询编辑器会记录转换数据过程中采取的每个步骤（如重命名表格、转换数据类型或删除列），且每当此查询连

接到数据源时，都会执行这些步骤，因此数据将始终按你指定的方式进行调整。

下图显示已调整并转换为模型的查询的“查询设置”窗格。

数据符合你的要求后，即可创建视觉对象。



创建视觉对象

创建报表

拥有数据模型后，即可将字段拖动到报表画布上以创建视觉对象。 视觉对象是模型中的数据的图形表示形式。
以下视觉对象显示一个简单的柱形图。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多个不同类型的视觉对象。 若要创建或更改视觉对象，只需从“可视化效果”窗
格中选择视觉对象图标。 如果已在报表画布上选择一个视觉对象，则选定的视觉对象将更改为所选的类型。 如
果未选择任何视觉对象，将根据你的选择创建新的视觉对象。

通常，你会想要创建视觉对象集合，这些视觉对象可显示已用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模型的数据的各个
方面。 一个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视觉对象集合称为“报表”。 报表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页面，就像 Excel 文
件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工作表。 在下图中，你将看到 Power BI Desktop 报表的首页，名为“概述”（你可以看到图像
底部附近的选项卡）。 在此报表中，有十个页面。



共享报表

后续步骤

准备好与其他人共享报表后，可以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使其可供组织中拥有 Power BI 许可证的任
何人使用。 若要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从“主页”功能区选择“发布”按钮。

选择“发布”后，Power BI Desktop 会使用 Power BI 帐户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然后提示你选择 Power BI 服务
中想要共享报表的位置，例如，你的工作区、团队工作区或 Power BI 服务中的一些其他位置。 必须具有 Power
BI 许可证才能将报表共享到 Power BI 服务。

要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首先需要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 有两种方法可用于获取 Power BI Desktop：

从 Web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通过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 Power BI Desktop

http://aka.ms/pbidesktopstore


快速入门：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启动 Power BI Desktop

在本快速入门教程中，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数据，这是生成数据模型和创建报表的第一步。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若要完成本文中的步骤，需要以下各项：

下载并安装 Power BI Desktop，这是一个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的免费应用程序。 可以直接下载 Power BI
Desktop，也可以从 Microsoft Store 获取该应用。
下载此示例 Excel 工作簿，并创建一个名为“C:\PBID-qs”的文件夹，可以在其中存储 Excel 文件。 本快速入门中的
后续步骤假设这是已下载的 Excel 工作簿的文件位置。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后，启动应用程序，以便它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 将看到空白画布，你将在其中通过连接的
数据创建视觉对象和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quickstart-connect-to-data.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aka.ms/pbidesktopstore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连接到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可以连接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数据。 可以连接到诸如 Microsoft Excel 文件的基本数据源，并
且可以连接到包含各类数据的联机服务，例如 Salesforce、Microsoft Dynamics、Azure Blob 存储等。

若要连接到数据，请在“主页”功能区中选择“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窗口随即出现，可在其中从 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的众多不同数据源中进行选择。 在本快速入门
教程，我们使用已下载的 Excel 工作簿，如本文开头的“先决条件”部分所述。



由于这是 Excel 文件，我们从“获取数据”窗口中选择“Excel”，然后选择“连接”按钮。

我们将提示你提供我们想要连接的 Excel 文件的位置。 下载文件名为“财务示例”，因此我们会选择该文件，然后选
择“打开”。

然后，Power BI Desktop 加载工作簿和读取其内容，并使用“导航器”窗口显示文件中的可用数据，可以在其中选择



在“字段”窗格中查看数据

要将哪些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通过标记每个想要导入的表旁边的复选框来选择表。 在本例中，我们将导
入这两个可用的表。

一旦作出选择，请选择“负载”将数据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一旦加载表，“字段”窗格将显示数据。 可以通过选择其名称旁边的三角形展开每个表。 在下图中，“财务”表已展开，
其中显示其每个字段。



后续步骤

就是这么简单！ 你已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并加载该数据，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表中的所有可用字段。

一旦连接到数据，便可以通过 Power BI Desktop 执行各类操作，如创建视觉对象和报表。 请参阅以下资源继续：

Power BI Desktop 入门指南



教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调整和合并数据
2018/8/16 • • Edit Online

调整数据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连接到多个不同类型的数据源，然后调整数据以满足你的需求，使你能够创建可与
其他人共享的视觉对象报表。 调整 意味着转换数据 - 如重命名列或表格、将文本更改为数字、删除行、将第一
行设为标题等等。 合并数据意味着连接到两个或多个数据源，根据需要调整它们，然后将其合并到一个有用的
查询中。

在本教程中，将了解如何：

使用查询编辑器调整数据

连接到数据源

连接到其他数据源

合并这些数据源，以及创建要在报表中使用的数据模型

本教程演示了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来调整查询，其中突出显示了一些最常见的任务。 有关此处所用查询
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如何从头开始创建查询，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有必要知道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大量地使用右键单击菜单和功能区。 大部分可在转换转换功能区选
择的内容也可通过右键单击项目（如某列）并从所显示的菜单中进行选择。

如果在查询编辑器中调整数据，你将在查询编辑器加载并呈现数据时提供分步说明（查询编辑器将为你执行此

操作）以调整数据。 原始数据源不受影响，将仅调整或 整理 这一特定的数据视图。

查询编辑器会记录你指定的步骤（如重命名表格、转换数据类型或删除列），且每当此查询连接到数据源时，都会

执行这些步骤，因此数据将始终按你指定的方式进行调整。 每当你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编辑器功能，
或任何人使用你的共享查询（如在 Power BI 服务上）时，都会出现此过程。 这些步骤在“应用的步骤”下的“查询
设置”窗格中按顺序捕获。

下图显示已调整查询的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我们将于接下来几个段落中逐一说明每个步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hape-and-combine-data.md


([Cost of living] + [Weather] + [Health care quality] + [Crime] + [Tax] + [Culture] + [Senior] + [#"Well-
being"]) / 8

借助 Power BI Desktop 入门中的停用数据（通过连接到 Web 数据源找到），开始调整此数据以满足我们的需
求。

首先，添加一个自定义列，在所有数据具有同等因素的前提下计算排名，并将其与现有列“排名”进行比较。 以下
为“添加列”功能区，其中箭头指向“自定义列”按钮，可通过此按钮添加自定义列。

在“自定义列”对话框中，请在“新列名”中输入“新排名”，然后在“自定义列公式”中输入以下内容：

确保状态消息显示为“未检测到任何语法错误。” 然后单击“确定”。



为了保持列数据的一致性，请将新列值转换为整数。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选择“更改类型”>“整数”对其加
以更改。

如需选择多列，请先选择一列然后按住 SHIFT，再选择其他相邻列，然后右键单击列标题以更改所有选中的列。
也可以使用 CTRL 键来选择不相邻的列。

还可以从“转换”功能区转换列数据类型。 转换转换功能区显示如下，其中箭头指向数据数据类类型型按钮，可用于将当前数



据类型转换成其他数据类型。

请注意，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中，应应用的步用的步骤骤反映了应用到数据的所有调整步骤。 如果要删除调整过程中的任意步骤，
只需选择步骤左侧的 X。 在下图中， 应应用的步用的步骤骤  反映了至今为止使用的步骤：连接到网页（ 源源  ）；选择表格（ 导导
航航  ）；加载表格时，查询编辑器将基于文本的数字列从 文本 自动更改为 整数 （ 更改更改类类型型  ）。 最后两个步骤演示
了之前的“已添加自定义”和“已更改类型 1”操作。

我们需要先执行一些更改以将查询中的数据置于所需位置，才可以使用此查询：

通过删除列来调整排名 - 我们已决定结果中的“生活成本”是一个非因素。 删除此列后，我们发现数据保持不
变的问题，尽管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轻松修复此问题，且这样做演示了查询中“应用的步骤”的一个很
酷的功能。

修复一些错误 - 由于我们删除了一个列，因此需要重新调整“新排名”列中的计算。 这涉及公式更改。
对数据进行排序 - 基于“新排名”和“排名”列。
替换数据 - 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替换特定值以及插入“应用的步骤”的要求。
更改表格名称 - “表格 0”不是有用的描述符，但更改它很简单。

若要删除“生活成本”列，只需选中此列并依次选择功能区中的“开始”选项卡和“删除列”，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新排名值未发生更改；其原因在于步骤的顺序。 由于查询编辑器按顺序记录步骤，但各个步骤相互独
立，因此可在序列中上下移动每个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 只需右键单击任意步骤，查询编辑器就会提供一个菜单，让你
执行下述操作：重命名重命名、删删除除、删删除除  到末尾到末尾（删除当前步骤及所有后续步骤）、上移上移或下移下移。 请继续，并将最后
一步“已删除列”上移至“已添加自定义”步骤的正上方。

接下来，选择“已添加自定义”步骤。 请注意，此数据现在显示一个待处理的“错误”。



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获取每个错误的详细信息。 可选择单元格（无需单击错误错误一词），或直接单击错误错误这个
词。 如果选择单元格而 不 在 错误错误  字词上直接单击，则查询编辑器在窗口底部显示错误信息。

如果直接单击 错误 这个词，则查询将在 查询设查询设置置  中创建 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  ，并显示错误的相关信息。 我们不希望
继续，所以选择“取消”。

若要修复错误，请选择“新排名”列，然后打开“视图”功能区并选择“公式栏”复选框来显示列的数据公式。



Table.AddColumn(#"Removed Columns", "New Rank", each ([Weather] + [Health care quality] + [Crime] + [Tax] + 
[Culture] + [Senior] + [#"Well-being"]) / 7)

NOTENOTE

现在可以删除“生活成本”参数并减少除数，方法是将公式更改为以下公式：

选择公式框左侧的绿色复选标记或按 Enter，数据应替换为修改后的值，且“已添加自定义”步骤现应完成且未出
错。

还可以删除错误（使用功能区或右键单击菜单），这将删除具有错误的任意行。 这种情况下，它不会删除数据中的所有行，
而且我们也不想这样做，我们想要所有数据，并希望将其保留在表格中。

现在需要基于“新排名”列对数据进行排序。 首先选择最后一个应用的步骤“已更改类型 1”以访问最新数据。 然
后，选择“新排名”列标题旁边的下拉列表，并选择“升序排序”。



= Table.Sort(#"Changed Type1",{{"New Rank", Order.Ascending},{"Rank", Order.Ascending}})

请注意，数据现在会根据“新排名”进行排序。 但是，如果查看“排名”列，将注意到在“新排名”值为一个并列值的情
况下，数据未正确排序。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选择“新排名”列并将“公式栏”中的公式更改为以下公式：

选择公式框左侧的绿色复选标记或按 Enter，行现在应同时根据“新排名”和“排名”进行排序。

此外，还可在列表的任何位置选择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然后继续在序列中此点处调整数据。 查询编辑器将在当前选定
的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后直接自动插入一个新步骤。 我们来试一试。

首先，选择“应用的步骤”，然后添加自定义列；这将是“已删除列”步骤。 我们将在此替换亚利桑那州的“天气”排名
值。 右键单击包含亚利桑那州“天气”排名的相应单元格，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替换值...”。 记下当前选择
的“应用的步骤”（“已添加自定义”步骤之前的步骤）。



因为我们要插入步骤，所以查询编辑器提醒我们这样做的危险 - 后续步骤可能导致查询中断。 我们需要小心谨
慎、深思熟虑！ 由于这是一个教程，而我们要重点介绍查询编辑器的一项炫酷功能以展示如何创建、删除、插入
和记录步骤，所以我们将继续操作并选择插入插入。

将值更改为 51，随即会替换表示亚利桑那州的数据。 创建新的所应用步骤时，查询编辑器会根据操作对其命名
- 本例中，命名为替替换值换值。 当查询中具有多个名称相同的步骤时，查询编辑器将对每个后续的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添加
一个编号（按顺序）以对其进行区分。

现在选择最后一个“应用的步骤”，“已排序行”，会发现有关亚利桑那州的新排名的数据已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我
们在“已添加自定义”步骤前，在正确的位置插入了“已替换值”步骤。

这有点复杂，但它很好地列举了查询编辑器是多么的功能强大、灵活通用。

最后，我们想将此表格的名称更改为描述性内容。 在开始创建报表时，具有描述性的表格名称尤其有用，特别是
当连接到多个数据源，且它们均在报报表表视图的字段字段窗格中列出时。

可轻松更改表格名称：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的属性属性下，只需键入新的表格名称（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 Enter。 让我们将
此表命名为 RetirementStats 。



合并数据

好了，我们已按所需的范围调整了数据。 接下来，让我们连接到其他数据源，然后合并数据。

有关各州的那份数据很有趣，而且适用于生成其他分析工作和查询。 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多数数据使用两个字
母的州名代码缩写，而不是该州的完整名称。 我们需要某种方式来建立州名及其缩写的关联。

我们很幸运：有另一个公共数据源可执行该项工作，但还需要进行相当多的调整，才能连接到我们的退休表。 以
下是州名缩写的 Web 资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_abbreviations

从查询编辑器的“开始”功能区中，选择“新源”>“Web”，然后键入地址并选择“连接”，随后导航器会显示其在此网
页上找到的信息。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_abbreviations


TIPTIP

我们选择“代码和缩写...”，因为它包含所需数据，但它需要大量调整才能将表格中的数据削减到我们想要的数
据。

是否有更快或更容易的方法完成以下步骤？ 是，我们可以创建两个表之间的关系并基于该关系调整数据。 以下步骤对了
解表的用法仍非常有用，但需知道关系可以帮助你快速使用来自多个表的数据。

若要调整此数据，我们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删除顶行 - 它包含网页表格创建方式的结果，不是所需的行。 从开始开始功能区中，选择减少行减少行  > 删删除行除行  > 删删
除前几行除前几行。



NOTENOTE

将显示删删除前几行除前几行窗口，让你执行要删除几行。

如果 Power BI 意外导入表标题作为数据表中的行，可以从“主页”选项卡，或者从功能区的“转换”选项卡选择“将第一行用作
标题”，以便修复表。

删除底部的 26 行 - 它们全是地区，无需包含在内。 从开始开始功能区中，选择减少行减少行  > 删删除行除行  > 删删除后几行除后几行。

由于 RetirementStats 表没有针对华盛顿特区的信息，我们需要将其从列表中筛选去除。 选择“区域状态”列
旁边的下拉箭头，然后清除联联邦特区邦特区旁边的复选框。



NOTENOTE

NOTENOTE

删除一些不需要的列 - 只需将州映射到其两个字母的官方缩写，因此可删除以下列：Column1、Column3、
Column4，然后是 Column6 到 Column11。 首先选择“Column1”，然后按住 CTRL 键并选择要删除的其他列
（可由此选择多个不相邻的列）。 从功能区的“开始”选项卡上，选择删删除列除列  > 删删除列除列。

此时非常适合指出，查询编辑器中已应用步骤的序列很重要，可能会影响数据调整方式。 同时也必须考虑一个步骤对另一
个后续步骤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从“所应用步骤”中删除一个步骤，则由于查询中步骤序列的影响，后续步骤可能不会
按原本所期望的进行操作。

如果将查询编辑器窗口大小重设为宽度缩小，部分功能区项会进行简缩，以充分利用可视空间。 在增加查询编辑器窗口的
宽度时，功能区项将展开以充分利用已增加的功能区区域。

重命名列，然后重命名表格本身 - 同样的，有几种方式可用于重命名列；首先选择此列，然后选择功能区上转转
换换选项卡中的重命名重命名，或者右键单击并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重命名重命名… 。 下图具有指向这两个选项的箭头；
只需任选其一。



让我们将其重命名为 州名 和 州代码 。 若要重命名表格，只需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的名称名称框内键入名称。 让我们将
此表命名为 StateCodes 。

我们已按所需方式调整了 StateCodes 表，接下来将这两个表或查询合并成一个；由于当前具有的表格是应用到
数据的查询的结果，因此它们通常称为 查询 。

有两种主要方法可合并查询 – 合并 和 追加 。

当你有一列或多列要添加到另一个查询时，你可合并合并这些查询。 当你有其他列要添加到现有查询时，你可追追
加加查询。

本例中，我们要合并查询。 若要开始，请从查询编辑器的左窗格中选择想要其他查询合并 到 的查询，本例中为
RetirementStats 。 然后从功能区的开始开始选项卡中，选择合并合并  > 合并合并查询查询。



系统可能会提示你设置隐私级别，以确保对数据进行合并，且不包括或不传输无需传输的数据。

接下来将显示合并合并窗口，提示我们选择想要合并到所需表中的表格，然后选择要用于合并的匹配列。 从
RetirementStats 表（查询）中选择州，然后选择 StateCodes 查询（本例中很简单，因为仅有一个其他查询 - 在连
接到多个数据源时，存在可从中选择的多个查询）。 在选择正确的匹配列时（RetirementStats 中
的州州，StateCodes 中的州名州名），合并合并窗口如下所示，且确定确定按钮已启用。

在查询的结尾会创建 NewColumn，它是与现有查询合并的表（查询）内容。 来自合并查询的所有列均压缩到
NewColumn 中，但可选择展开展开数据表并包含所需的任意列。



NOTENOTE

若要展开合并的表格，并选择要包含的列，请选择“展开”图标（ ）。 展开展开窗口随即出现。

在此示例中，我们只需要州代州代码码列，因此仅选择此列，然后选择确定确定。 清除“使用原始列名作为前缀”复选框，因
此无需或不想要此操作；如果保留选择它，则合并的列将命名为 NewColumn.State Code（原始列名，或者
NewColumn 后接一个点，再接要带入查询的列名）。

想尝试了解如何引入此 NewColumn 表吗？ 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不喜欢结果，只需从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中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列表

删除该步骤，你的查询便会回到应用展开展开步骤之前的状态。 这就像是个自由重做的机会，你可以不限次数地任意执行，直
到展开过程看起来是你要的方式为止。



后续步骤

我们现在有合并两个数据源的单一查询 （表格），其中每个数据源都已经过调整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此查询可以
作为许多其他相关数据连线的基础 – 例如任何州的住房成本统计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或工作机会。

若要应用更改和关闭查询编辑器，请从“主页”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关闭并应用”。转换后的数据集将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显示，可随时用于创建报表。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教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分析网页数据
2018/8/2 • • Edit Online

连接到 Web 数据源

作为资深球迷，你想要获得多年来欧足联欧洲锦标赛（欧洲杯）获胜队的报导。 使用 Power BI Desktop，可以将此数
据从网页导入到报表，并创建显示数据的可视化效果。 在本教程中，将学习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完成以下操
作：

连接到 Web 数据源并在其可用表之间导航，
调整并转换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的数据，
命名查询并将其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并且
创建和自定义地图和饼图可视化效果。

你可以从 http://en.wikipedia.org/wiki/UEFA_European_Football_Championship 处的欧足联欧洲锦标赛维基百科页
面上的结果表中获得欧足联获胜队的数据。

请注意：仅使用基本身份验证建立 Web 连接。 需要身份验证的网站可能无法正常使用 Web 连接器。

若要导入数据，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在 Power BI Desktop“主页”功能区选项卡中，下拉“获取数据”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Web”。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importing-and-analyzing-data-from-a-web-page.md
http://en.wikipedia.org/wiki/UEFA_European_Football_Championship


NOTENOTE
你还可以选择“获取数据”项本身，或者从 Power BI“开始”对话框中选择“获取数据”，再从“获取数据”对话框的“所有”或“其
他”部分中选择“Web”，然后选择“连接”。

2. 在“从 Web”对话框中，将 URL http://en.wikipedia.org/wiki/UEFA_European_Football_Championship  粘贴
到“URL”文本框，然后选择“确定”。

在连接到维基百科网页后，Power BI“导航器”对话框会在页面上显示可用表的列表。 可以选择任意表名称以
预览其数据。 “结果[编辑]”表具有所需的数据，尽管它不完全是你希望的外观。 你可以先重新修整并清理数
据，然后再将其加载到报表中。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修整数据

NOTENOTE
“预览”窗格显示最近选择的表，但当选择“编辑”或“加载”时，并非所有选择的表都加载到“Power Query 编辑器”。

3. 在“导航器”列表中选择“结果[编辑]”表，然后选择“编辑”。

表的预览将在“Power Query 编辑器”中打开，你可以在其中应用转换以清理数据。

你希望通过仅显示年份和获胜的国家/地区，使数据更易于扫描。 你可以使用“Power Query 编辑器”执行这些数据修
整和清理步骤。



首先，从表中删除除“年份”和“最终获胜队”之外的所有列。

1. 在“Power 查询编辑器”网格中，选择“年份”和“最终获胜队”列（按住 Ctrl 键以选择多个项）。

2. 右键单击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其他列”，或者从“主页”功能区选项卡中的“管理列”组选择“删除列” > “删
除其他列”，以从表中删除所有其他列。

 或 

接下来，从“年份”列单元格中删除额外的词“详细信息”。

1. 选择 Year 列。

2. 右键单击，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替换值”，或者从功能区的“主页”选项卡中的“转换”组中选择“替换值”（该选
项还位于“转换”选项卡中的“任何列”组中）。



 或 

3. 在“替换值”对话框中，在“要查找的值”文本框中键入“详细信息”，保留“替换为”文本框为空，然后选择“确
定”从“年份”条目中删除“详细信息”一词。

某些“年份”单元格仅包含单词“年份”而不是年份值。 你可以筛选“年份”列以仅显示不包含“年份”一词的行。

1. 在“年份”列上选择筛选器下拉箭头。

2. 在下拉列表中向下滚动，清除“年份”选项旁的复选框，然后选择“确定”，以在“年份”列中删除仅具有“年份”一
词的行。



既然已清理“年份”列中的数据，可以处理“最终获胜队”列。 因为你现在只查看最终获胜队数据，可以将此列重命
名“国家/地区”。 若要重命名列，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双击或点击并按住“最终获胜队”列标题，或者

右键单击“最终获胜队”列标题，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重命名”，或者
选择“最终获胜队”列，从功能区的“转换”选项卡中的“任何列”组中选择“重命名”。

 或 

2. 在标题中键入“国家/地区”，然后按 Enter 重命名列。



将查询导入报表视图

你还想在“国家/地区”列中筛选出具有类似“2020”的 null 值的行。 你可以像处理“年份”值那样使用筛选器菜单，也可
以：

1. 在具有 null 值的“2020”行中右键单击“国家/地区”单元格。

2.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文本筛选器” > “不等于”以删除任何包含该单元格的值的行。

既然已按所需的方式修整数据，你可以准备命名查询“欧洲杯获胜队”并将其导入报表。

1. 在“查询设置”窗格的“名称”文字框中，输入“欧洲杯获胜队”，然后按“Enter”。

2. 从功能区的“主页”选项卡选择“关闭并应用” > “关闭并应用”。

查询将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报表视图，你可以在“字段”窗格中看到该查询。



TIPTIP

创建可视化效果

通过以下方法，始终可以返回到“Power Query 编辑器”以编辑并优化查询：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欧洲杯获胜队”旁的“更多选项”省略号 (...)，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编辑查询编辑查询，或者

在报表视图中“主页”功能区选项卡的“外部数据”组中，选择“编辑查询” > “编辑查询”。

若要基于数据创建可视化效果，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国家/地区”字段，或者将其拖到报表画布。 Power BI Desktop 会将数据识别为国家/地
区名称，并自动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

2. 通过拖动角部图柄放大地图，以使所有获胜的国家/地区名称可见。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设设置地置地图图格式格式

3. 地图针对每个欧洲杯锦标赛获胜国家/地区显示相同的数据点。 若要使每个数据点的大小反映国家/地区的获
胜频率，将“年份”字段拖动到“可视化效果”窗格下半部分“大小”下的“将数据字段拖至此处”。 字段自动更改
为“年份计数”度量值，地图可视化效果现在针对锦标赛获胜次数较多的国家/地区显示较大数据点。

如你所见，基于数据创建可视化效果相当容易。 还可以很方便地自定义可视化效果以更好地按所需方式呈现数据。



可以更改可视化效果的外观，方法是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中它，然后选择“格式”（绘制辊）图标。 例如，可视化效
果中的“德国”数据点具有误导性，因为西德获胜两次锦标赛而德国获胜一次，地图重叠这两个点而不是将它们分隔
或一起添加。 你可以分别为这两个点添加颜色，以突出显示它们。 你还可以为地图提供一个更具描述性和吸引力的
标题。

1. 选择可视化效果后，选择“格式”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颜色”以展开数据颜色选项。

2. 将“全部显示”设为“开启”，选择“西德”旁的下拉列表，然后选择黄色。

3. 选择“标题”以展开标题选项，在“标题文本”字段中，键入“欧洲杯获胜队”以替代当前标题。

4. 将“字体颜色”更改为红色，将“文本大小”更改为 12，将“字体系列”更改为“Segoe (Bold)”。



更改可更改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类类型型

现在你的地图可视化效果类似如下所示：

你可以更改可视化效果类型，方法是选中它，然后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顶部的其他图标。 例如，地图可视化效果缺
少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数据，因为这些国家/地区在世界地图上不再存在。 另一种类似于树状图或饼图的可视化效
果可能更加准确，因为它显示了所有值。

若要将地图更改为饼图，选择地图，然后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饼图”图标。



TIPTIP

另请参阅

可以使用“数据颜色”格式设置选项将“德国”和“西德”设为相同的颜色。
若要在饼图上将获胜次数多的国家/地区分组在一起，请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方的省略号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按年
份计数排序”。

Power BI Desktop 提供无缝的端到端体验（从各种数据源获取数据、调整数据以满足你的分析需求，再到以丰富的
交互方式可视化这些数据）。 在报表准备就绪后，您可以将其上载到 Power BI 并基于它创建仪表板与其他 Power BI
用户共享。

阅读其他 Power BI Desktop 教程
观看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访问 Power BI 论坛
阅读 Power BI 博客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3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2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6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7


教程：合并来自 Excel 和 OData 源的销售数据
2018/8/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从 Excel 导入产品数据

数据遍布于多个数据源是很常见的，例如产品信息可能位于某个数据库，而销售信息则位于另一个数据库。 使用
Power BI Desktop，可以合并来自不同源的数据，以创建令人感兴趣的、引人注目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效果。

在本教程中，你将了解如何合并来自两个数据源的数据：包含产品信息的 Excel 工作簿和包含订单数据的 OData
源。 导入每个数据集并执行转换和聚合步骤后，使用这两个源的数据生成具有交互式可视化效果的销售分析报表。
这些技术也可以应用于 SQL Server 查询、CSV 文件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任何其他数据源。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有若干种完成任务的方法。 例如，许多功能区选择也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或者列或单元格中的“更多选
项”菜单来获得。 以下步骤描述了几种备用方法。

首先，将 Excel Products.xlsx 工作簿中的产品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1. 下载 Products.xlsx Excel 工作簿，并将其保存为 Products.xlsx。

2. 选择 Power BI Desktop 功能区“主页”选项卡中的“获取数据”旁的下拉箭头，然后从“最常用”下拉列表选
择“Exce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analyzing-sales-data-from-excel-and-an-odata-feed.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1/4/E/14EDED28-6C58-4055-A65C-23B4DA81C4DE/Products.xlsx


NOTENOTE

清理产品列

NOTENOTE
你还可以选择“获取数据”项本身，或者从 Power BI“开始”对话框中选择“获取数据”，再在“获取数据”对话框中选
择“Excel”或“文件” > “Excel”，然后选择“连接”。

3. 在“打开”对话框中，导航到 Products.xlsx 文件并选择该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4. 在导导航器航器窗格中，选择 Products 表，然后选择编辑编辑。

表的预览将在“Power Query 编辑器”中打开，你可以在其中应用转换以清理数据。

你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打开 Power Query 编辑器：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主页”功能区选择“编辑查询” > “编辑查询”，或者
右键单击或选择报表视图中任何查询旁的“更多选项”，然后选择“编辑查询”。

合并的报表将仅使用 Excel 工作簿中的“ProductID”、、 “ProductName”、“QuantityPerUnit”和“UnitsInStock”列，以便
可以删除其他列。



从 OData 源导入订单数据

1.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选择“ProductID”、“ProductName”、“QuantityPerUnit”和“UnitsInStock”列（通过
按住 Ctrl 并单击来选择多个列，或按住 Shift 并单击来选择相邻的列）。

2. 右键单击任何所选标题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其他列”以删除表中除所选列之外的所有列。 你还可以
从“主页”功能区选项卡中的“管理列”组中选择“删除列” > “删除其他列”。

接下来，从示例 Northwind 销售系统 OData 源导入订单数据。

1.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选择“新源”，然后从“最常用”下拉列表中选择“OData 源”。

2. 在“OData 源”对话框中，粘贴 Northwind OData 源的 URL
http://services.odata.org/V3/Northwind/Northwind.svc/ ，然后选择“确定”。



展开订单数据

NOTENOTE

3. 在“导航器”窗格中，选择“订单”表，然后选择“确定”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Query 编辑器。

在导航器中，选择任何表名称即可查看预览，而不必选中复选框。

当连接到具有多个表的数据源（例如关系数据库或 Northwind OData 源）时，可以使用表之间的引用生成查询。 “订
单”表包含对多个相关表的引用。 通过使用“展开”操作，可以将相关“Order_Details”表中的“ProductID”、
“UnitPrice”和“数量”列添加到主题（“订单”）表。

1. 在“订单”表中向右滚动，直到可以看到“Order_Details”列。 请注意，它包含对另一个表的引用，而不是数据。



创建自定义的计算列

2. 选择“Order_Details”列标题中的“展开”图标（展开图标 ）。

3. 在展开展开下拉列表中：

a. 选择 （（选择选择所有列）所有列）  以清除所有列。

b. 选择“ProductID”、“UnitPrice”和“数量”，然后选择“确定”。

在展开“Order_Details”表后，“Order_Details”列被嵌套表中的三个新列替换，并且从每个订单添加的数据表中都有
新行。

Power Query 编辑器可以用来创建计算和自定义字段以丰富你的数据。 你将创建自定义列，该列通过用单价乘以项
数量来计算订单中每个行项的总价格。

1.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的“添加列”功能区选项卡中，选择“自定义列”。



设置新字段的数据类型

2. 在“自定义列”对话框中，在“新列名”字段中键入“LineTotal”。

3. 在 = 后的“自定义列公式”字段中，输入 [Order_Details.UnitPrice] * [Order_Details.Quantity]。 （你还可以从可
用列滚动框中选择字段名称，然后选择“<< 插入”，而不是键入它们。）

4. 选择确定确定。

新“LineTotal”字段显示为“订单”表中的最后一列。

当 Power Query 编辑器连接到数据时，它确定每个字段的最佳数据类型，并相应地显示数据。 你可以通过标题中的
图标，或在“主页”功能区选项卡的“转换”组中的“数据类型”下，查看分配给字段的数据类型。

新“LineTotal”列包含的数据类型为“任何”，但其值是货币。 要分配数据类型，请右键单击“LineTotal”列标题，从下拉
列表中选择“更改数据类型”，然后选择“定点十进制数”。



NOTENOTE

清理订单列

你还可以选择“LineTotal”列，选择“主页”功能区选项卡的“转换”区域中“数据类型”旁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定点十进制数”。

若要在报表中更轻松地使用模型，可以删除、重命名和重新排序某些列。

报表将仅使用“OrderDate”、“ShipCity”、“ShipCountry”、“Order_Details.ProductID”、
“Order_Details.UnitPrice”和“Order_Details.Quantity”列。 可以像对 Excel 数据那样选择这些列并使用“删除其他
列”，或者可以选择除列出列之外的所有列，右键单击所选列之一并选择“删除列”删除它们。

可以通过删除列名称的“Order_Details.”前缀，更轻松地识别“Order_Details.ProductID”、
“Order_Details.UnitPrice”和“Order_Details.Quantity” 列。 若要将列分别重命名为“ProductID”、
“UnitPrice”和“Quantity”，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双击或者点击并按住每个列标题，或者右键单击列标题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重命名”。
2. 删除每个名称的“Order_Details.” 前缀，然后按 Enter。

最后，若要更轻松地访问“LineTotal”列，将其向左拖动，放到紧靠“ShipCountry”列的右侧。



查看查询步骤

TIPTIP

导入转换的查询

在“Power Query 编辑器”中修整并转换数据后，每个步骤都记录到“Power Query 编辑器”右侧“查询设置”窗格的“应
用的步骤”区域。 可以通过“应用的步骤”返回以查看所做的更改，并视需要编辑、删除或重新排列它们（尽管这样做
可能存在风险，因为更改前面的步骤可能会中断后续步骤）。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左侧的“查询”列表中选择每个查询，在“查询设置”中查看“应用的步骤”。 在应用以前的数据
转换之后，两个查询的“应用的步骤”应如下所示：

    

基本的“应用的步骤”是以 Power Query 语言编写的公式，也称为 M 语言。 若要查看和编辑该公式，请选择功能区“主页”选项
卡“查询”组中的“高级编辑器”。

如果对转换的数据感到满意，请在“主页”功能区选项卡的“关闭”组中选择“关闭并应用” > “关闭并应用”，以将数据导
入 Power BI Desktop“报表”视图。

数据加载后，查询将出现在 Power BI Desktop“报表”视图的“字段”列表中。



管理数据集之间的关系

Power BI Desktop 不需要合并查询来建立报表。 但是，你可以使用数据集之间的关系，基于它们共有的字段，扩展
并丰富报表。 Power BI Desktop 可以自动检测关系，或者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管理关系”对话框中创建关
系。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并管理关系。

本教程中的“订单”和“产品”数据集共享公共“ProductID”字段，因此基于该列在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1. 在 Power BI Desktop“报表”视图中，在“主页”功能区选项卡的“关系”区域中选择“管理关系”。

2. 在“管理关系”对话框中，注意 Power BI Desktop 已检测并列出“产品”和“订单”表之间的活动关系。 若要查看
关系，请选择“编辑”。



“编辑关系”对话框打开，其中显示有关关系的详细信息。

3. Power BI Desktop 已正确自动探测到关系，因此你可以选择“取消”，然后选择“关闭”以退出关系对话框。

你还可以通过选择 Power BI Desktop 窗口左侧的“关系”视图，查看并管理查询之间的关系。 双击连接两个查询的线
上的箭头，以打开“编辑关系”对话框并查看或更改关系。



使用数据创建可视化效果

若要从“关系”视图返回到“报表”视图，选择“报表视图”图标。

在 Power BI Desktop“报表”视图中，可以创建多种可视化效果，以深入探索你的数据。 你可以生成多页报表，而且每
页可以有多个视觉效果。 你可以与他人就可视化效果进行交互，以帮助分析和了解你的数据。 有关查看和编辑
Power BI 服务（站点）中的报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报表。

可以利用这两个数据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帮助可视化和分析销售数据。

首先，创建堆积柱形图，该图使用这两个查询的字段来显示每个订购产品的数量。

1. 从右侧“字段”窗格中的“订单”选择“数量”字段，或将其拖到画布上的空白区域。 这将创建一个显示所有订购产
品的总数量的堆积柱形图。

2. 从“字段”窗格中的“产品”选择“ProductName”，或将其拖放到图表，以显示每个订购产品的量排序。

3. 若要按从最多订购到最少订购对产品排序，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角的“更多选项”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数
量排序”。

4. 使用图表角部的图柄进行放大，使更多产品名称可见。



接下来，创建一个图，显示随时间推移 (OrderDate) 的订单美元金额 (LineTotal)。

TIPTIP

1. 在画布上未选择任何对象的情况下，从“字段”窗格中的“订单”选择“LineTotal”，或者将其拖到画布上的空白区
域。 堆积柱形图显示所有订单的总美元金额。

2. 在选择该图表的情况下，从“订单”选择“OrderDate”，或将其拖到该图表。 该图表现在显示每个订单日期的行
合计。

3. 通过拖动角调整可视化效果的大小，以便能够看到更多数据。

如果你只在图表上看到“年份”（只有三个数据点），下拉“可视化效果”窗格的“轴”字段中“OrderDate”旁的箭头，然后选
择“OrderDate”而不是“日期层次结构”。

最后，创建显示每个国家/地区的订单数量的地图可视化效果。

1. 在画布上未选择任何对象的情况下，从“字段”窗格中的“订单”选择“ShipCountry”，或者将其拖到画布上的空
白区域。 Power BI Desktop 检测到数据是国家/地区名称，将自动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针对具有订单的每个
国家/地区显示一个数据点。

2. 若要使数据点的大小反映每个国家/地区的订购量，将“LineTotal”字段拖动到地图上（或将其拖动到“可视化效
果”窗格下半部分中“大小”下的“将数据字段拖动到此处”）。 现在，地图上的圆圈大小反映每个国家/地区的订
单美元金额。



与报表视觉效果进行交互以进一步分析

Power BI Desktop 使你可以与相互突出显示和筛选的视觉效果进行交互，从而发觉进一步的趋势。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在报表中进行筛选和突出显示。

由于查询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可视化效果交互将影响页上的所有其他可视化效果。

在地图可视化效果中，选择“加拿大”中间的圆圈。 请注意，其他两个可视化效果进行筛选，以仅突出显示加拿大的行
总计和订单数量。



TIPTIP

完成销售分析报表

后续步骤

如果在“按 ProductName 显示数量”图表中选择产品之一，则地图和日期图表进行筛选以反映该产品的数据；如果
在“按 OrderDate 显示 LineTotal”图表中选择日期之一，则地图和产品图表进行筛选以显示该日期的数据。

若要取消选择所选内容，再次选择它，或者选择其他可视化效果之一。

完成的报表对 Products.xlsx Excel 文件与视觉对象中 Northwind OData 源的数据进行组合，帮助分析不同国家/地
区、时间范围和产品的订单信息。 报表准备就绪后，可以将其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将其与其他 Power BI 用户共
享。

阅读其他 Power BI Desktop 教程
观看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访问 Power BI 论坛
阅读 Power BI 博客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3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2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6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7


教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你自己的度量值
2018/6/28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了解度量值

通过使用度量值，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某些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度量值可在与报表进行交
互时帮助对数据执行计算。 本教程将指导你了解度量值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自己的基本度量值。

本教程面向已熟悉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更高级的模型的 Power BI 用户。 你应该已经熟悉使用“获取
数据”和“查询编辑器”来导出数据、使用多个相关表和向报表画布添加字段。 如果刚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请务必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的 Contoso 销售示例文件，其中包含来自虚构公司 Contoso,inc. 的线上销售数据。
因为该数据是从数据库导入的，用户将无法连接到数据源或在“查询编辑器”中查看。 在你自己的计算机上
提取该文件，然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它。

通常自动为用户创建度量值。 在 Contoso 销售示例文件中，在“字段”框的“Sales”表中，选中“SalesAmount”字段旁
边的复选框，或将“SalesAmount”拖动到报表画布上。 将出现新列图表可视化效果，显示“Sales”表
的“SalesAmount”列中所有值的总和。

显示在“字段”框中且带有一个 sigma 图标  的任何字段为数值，并且其值可以聚合。 Power BI Desktop 并没有显
示一个包含所有 200 万行 SalesAmount 值的表，而是检测到一个数字数据类型，并自动创建和计算了度量值来聚
合数据。 总和是数字数据类型的默认聚合，但可以轻松应用不同的聚合，如平均值或计数。 理解聚合是了解度量
值的基础，因为每个度量值都将执行某种类型的聚合。

要将图表聚合更改为平均值，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值”区域中，单击“SalesAmount”旁边的向下箭头，并选择“平
均值”。 “SalesAmount”字段中的可视化效果将更改为所有销售值的平均值。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create-measures.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6/A/46AB5E74-50F6-4761-8EDB-5AE077FD603C/Contoso Sales Sample for Power BI Desktop.zip


创建和使用自己的度量值

可以根据想要的结果来更改聚合的类型，但并非所有类型的聚合都能应用于所有数字数据类型。 例如，对
于“SalesAmount”字段，总和和平均值是有意义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也有它们的意义。 但是，计数对
于“SalesAmount”字段则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虽然它的值是数值，但它们实际上是货币。

通过度量值计算的值随用户与报表的交互而发生变化。 例如，将“RegionCountryName”字段从“Geography”表拖
动到图表，则会显示每个国家/地区的平均销售额。

由于与报表进行交互而导致度量值更改时，也会影响度量值的上下文。 每当与报表可视化效果交互时，都会改变
上下文中度量值的计算和其显示的结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Power BI 会根据所选择的字段和聚合的类型自动计算和返回值，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想要
创建自己的度量值来执行更复杂的唯一计算。 使用 Power BI Desktop，可以创建自己的具有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公式语言的度量值。

DAX 公式使用许多与 Excel 公式相同的函数、运算符和语法。 但是，DAX 函数用于在你与报表进行交互时处理关
系数据，并执行更动态的计算。 超过 200 个 DAX 函数可以执行任何计算，从总和和平均值的简单聚合到更复杂
的统计和筛选函数。 有许多资源可帮助你详细了解 DAX。 完成本教程后，请务必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础知识。

在创建你自己的度量值时，它会被添加到所选表的“字段”列表，并被称为“模型”度量值。 模型度量的一些优点包
括：可以对其任意命名，使它们更容易识别；可以将它们用作其他 DAX 表达式中的参数；并且可以让它们快速地执
行复杂的计算。



TIPTIP

创创建度量建度量值值

从 Power BI Desktop 2018 年 2 月发行版开始，许多常见计算都可用作快速度量，它根据对话框中的输入内容编写 DAX 公
式。 这些功能强大的快速计算对于学习 DAX 或发布你自己自定义的度量值也很有帮助。 若要创建或浏览快速度量，请在表
的“更多选项”列表中或功能区“主页”选项卡的“计算”下选择“新建快速度量”。 请参阅使用快速度量，详细了解如何创建和使用
快速度量。

用户想要通过减去总销售额的折扣和收益来分析净销售额。 无论可视化效果中存在哪些上下文，都需要一个度量
值，用于从 SalesAmount 总和中减去 DiscountAmount 和 ReturnAmount 的总和。 “字段”列表中没有“Net
Sales”字段，但可以使用构建块创建度量值来计算净销售额。

TIPTIP

1. 在“字段”框中右键单击“Sales”表，或将鼠标悬停在该表上方并选择“更多选项”省略号 (...)，然后选择“新建度
量值”。 这会将新建度量值保存在“Sales”表中，使其更易于查找。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择 Power BI Desktop 功能区“主页”选项卡上“计算”组中的“新建度量值”来创建新的度
量值。

从功能区创建度量值时，它可以在任何一个表中创建，但如果在计划使用它的位置创建它，则会更容易找到。 在这种
情况下，首先选择“Sales”表，以使其处于活动状态，然后选择“新建度量值”。

公式栏出现在报表画布顶部，可以在此重命名度量值并输入一个 DAX 公式。



TIPTIP

2. 默认情况下，新度量值的名称就是“度量值”。 如果不进行重命名，其他新度量值将被命名为“度量值 2”、“度
量值 3”，依此类推。 如果你希望你的度量值更易于识别，请在公式栏中突出显示“度量值”，然后键入“Net
Sales”。

3. 现在可以开始输入公式。 在等号后，开始键入“Sum”。 在键入时会出现一个下拉建议列表，其中显示以你键
入的字母开头的所有 DAX 函数。 如有必要，向下滚动并选择列表中的“SUM”，然后按 Enter。

将会出现一个左括号和另一个建议下拉列表，其中包括可以传递到 SUM 函数的所有可用的列。

表达式将始终出现在左括号和右括号之间。 你的表达式将包含一个单独的参数以传递给 SUM 函
数：“SalesAmount”列。 开始键入“SalesAmount”，直到只有一个值留在列表中：Sales(SalesAmount)。 前面
为表名称的列名称被称为列的“完全限定的名称”。 完全限定的列名称会使公式更易于读取。

4. 选择“Sales[SalesAmount]”，再键入右括号。

语法错误通常由缺少或错放右括号导致。

5. 去除其他两个列：



在在报报表中使用度量表中使用度量值值

a. 在第一个表达式的右括号后，依次键入一个空格、减号运算符 (-) 和另一个空格。
b. 输入另一个 SUM 函数，然后开始键入“DiscountAmount”，直到可以选择”Sales[DiscountAmount]”列作
为参数。 添加右括号。

c. 依次键入一个空格、另一个减号运算符、空格、另一个以 Sales[ReturnAmount] 作为参数的 SUM 函数
和右括号。

6. 按 Enter 或单击公式栏中的复选标记完成并验证公式。 经验证典度量值现已准备好在“Sales”表的“字段”列
表中使用。

如果遇到用于输入公式的空间不足，或者希望它位于单独的行上，请选择公式栏右侧的向下 V 形图标以展开更多
空间。

可以通过按 Alt-Enter 将不同行上的公式分成若干部分，或使用 Tab 空出位置。

现在可以将“Net Sales”度量值添加到报表画布，并对添加到报表中的任何其他字段计算净销售额。 按国家/地区查
看净销售额：

1. 从“Sales”表中选择“Net Sales”度量值或将其拖动到报表画布。

2. 从“Geography”表中选择“RegionCountryName”字段，或将其拖到图表中。



将度量将度量值值用于切片器用于切片器

若要查看按国家/地区划分的净销售额和总销售额之间的差异，请选择“SalesAmount”字段或将其拖动到图表中。

图表现在使用两个度量值：已自动求和的 SalesAmount，和你创建的 Net Sales 度量值。 每个度量值在另一个字段
RegionCountryName 的上下文中进行计算。

可以添加一个切片器，以便按日历年份进一步筛选净销售额和销售额。

1. 单击图表旁的空白区域，然后在“可视化效果”中，选择“表”可视化效果。 这会在报表画布中创建一个空白的
表可视化效果。



在另一个度量在另一个度量值值中使用度量中使用度量值值

2. 将“Year”字段从“Calendar”表拖动到新的空白表可视化效果。 因为“Year”是数值字段，Power BI Desktop 会
对其值进行求和，但作为聚合没有多大意义。

3.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值”中，选择“Year”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不汇总”。 表现在列出了各个年份。

4.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切片器”图标，将表转换为切片器。

5. 选择“Year”切片器中的任意值，以相应地筛选“按国家/地区划分的净销售额和销售额”图表。 Net Sales 和
SalesAmount 度量值重新计算，并在所选“Year”字段的上下文中显示结果。



如果想要知道哪些产品售出的每单位的净销售额最高，需要一个度量值，将净销售额除以销售单位的数量。 可以
创建一个新的度量值，将 Net Sales 度量值的结果除以 Sales[SalesQuantity] 的总和。

1. 在“Sales”表中创建名为“Net Sales per Unit”的新度量值。

2. 在公式栏中，开始键入“Net Sales”。 建议列表将显示可以添加的内容。 选择 [Net Sales]。

此外，还可以参考度量值，键入一个左方括号 ([) 即可。 建议列表只显示添加到公式的度量值。

3. 依次输入一个空格、除号运算符 (/)、另一个空格、SUM 函数，然后键入“Quantity”。 建议列表将显示名称中
包含 Quantity 的所有列。 选择“Sales [SalesQuantity]”、键入右括号，并按 ENTER 或选择复选标记来验证
公式。 该公式应如下所示：

Net Sales per Unit = [Net Sales] / SUM(Sales[SalesQuantity])

4. 从“Sales”表中选择“Net Sales per Unit”度量值，或将其拖到报表画布的空白区域。 图表显示了所有已售产
品每单位的净销售额，这并未提供多少有用信息。

5. 若要显示不同外观，将图表可视化效果类型更改为“树状图”。

6. 选择“Product Category”字段，或将其拖到树状图或“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Group”字段。 现在就获得了一
些有用信息！



已了解的内容

后续步骤

7. 尝试删除“ProductCategory”字段，并将“ProductName”字段拖到图表中。

好了，我们现在只是热身而已，但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很酷！ 体验以其他方式进行筛选可视化效果并设置其格式。

度量值提供了许多功能，让用户能够从数据中获得想要的见解。 你已了解如何使用公式栏来创建度量值，以最具
意义的方式为它们命名，并使用 DAX 建议列表找到并选择正确的公式元素。 本文还介绍了上下文，其中度量值中
的计算结果会根据其他字段或公式中的其他表达式而发生更改。

若要了解有关 Power BI Desktop 快速度量的详细信息（它为你提供了许多常见的度量值计算），请参阅使用
快速度量轻松执行常见的高效计算。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 DAX 公式和创建更高级的度量值，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础知识。 本文
重点在于介绍 DAX 中的基本概念，如语法、函数和对上下文的透彻理解。

请务必将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参考添加到收藏夹。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 DAX 语法、运算符和 200 多
个 DAX 函数的详细信息。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教程：创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列
2018/6/27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使用相关表中的值创建计算列

有时，当前分析的数据不包含获取所期望结果时所需的特定字段。 这就是计算列的有用之处。 计算列使用数据分
析表达式 (DAX) 公式来定义列值，包括从组合几个不同列中的文本值到通过其他值计算数值的任何操作。 例如，
假设你的数据中含有“城市”和“州”两个字段，但你想要使同时含有这两个列的单一“位置”字段，如“迈阿密，佛罗里
达州”。 这正是计算列的作用。

计算列类似于度量值，因为二者都基于 DAX 公式，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如何使用。 通常会在可视化效果的“值”区域
中使用度量值，以基于其他字段计算结果。 可以使用计算列作为可视化效果的行、轴、图例和组区域中的新字段。

本教程将指导你了解和创建一些计算列，并在 Power BI Desktop 的报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它们。

本教程面向已熟悉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更高级的模型的 Power BI 用户。 应该已经了解如何使用“获
取数据”和“Power Query 编辑器”来导出数据、使用多个相关表和向报表画布添加字段。 如果刚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请务必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本教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 Contoso 销售示例，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你自己的度量值教程中
所用的示例相同。 这些来自虚构公司 Contoso,inc. 的销售数据从数据库导入，因此你将无法连接到数据源或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查看。 在你自己的计算机上下载并提取该文件，然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
它。

在销售报表中，你想要在一个单值内同时展示产品类别和子类别，如“手机 – 附件”、“手机 – 智能手机和 PDA”等等。
“字段”列表中没有任何字段会提供该数据，但有一个“ProductCategory”字段和“ProductSubcategory”字段，每个字
段都位于它自己的表中。 可以创建计算列以合并这两个列中的值。 DAX 公式可以利用已有模型的完整功能，包括
不同的表之间已存在的关系。

1. 选择“更多选项”省略号 (...)，或右键单击“字段”列表中的“ProductSubcategory”表，然后选择“新建列”。 这将
在“ProductSubcategory”表中创建新列。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create-calculated-columns.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6/A/46AB5E74-50F6-4761-8EDB-5AE077FD603C/Contoso Sales Sample for Power BI Desktop.zip


公式栏出现在报表画布顶部，可以在此命名列并输入一个 DAX 公式。

2. 默认情况下，新计算列简单地命名为“列”。 如果不进行重命名，其他新列将命名列 2、列 3，依此类推。 你希
望列更易于识别，因此由于“列”名称已在公式栏中突出显示，可以通过键入“ProductFullCategory”来重命
名，然后键入等号 (=)。

3. 你希望新列中的值以 ProductCategory 名称开始。 因为此列在不同但相关的表中，可以使用 REL ATED 函数
来帮助获得它。

在等号后键入“r”。 下拉建议列表显示了以字母 R 开头的所有 DAX 函数。选择每个函数都将显示其效果说
明。 键入时，建议列表会更接近你所需的函数。 选择“REL ATED”，然后按 Enter。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202.aspx


TIPTIP

将出现一个左括号，以及另一个可传递给 REL ATED 函数的相关列的建议清单，其中包含有关预期参数的说
明和详细信息。

4. 你想要“ProductCategory”表中的“ProductCategory”列。 选择“ProductCategory [ProductCategory]”，按
Enter，然后键入右括号。

语法错误通常由缺少或错放右括号导致，尽管有时 Power BI Desktop 会为你添加。

5. 若要使用短划线和空格来分隔新值中的 ProductCategories 和 ProductSubcategories，请在第一个表达式的
右括号后，键入一个空格、& 号 (&)、双引号 (")、空格、短划线 (-)、另一个空格、另一个双引号和另一个 &
号。 该公式现在应如下所示：

ProductFullCategory = RELATED(ProductCategory[ProductCategory]) & " - " &



在报表中使用新列

TIPTIP

NOTENOTE

如需更多空间，请选择公式栏右侧的向下 V 形图标，展开公式编辑器。 在编辑器中，按 Alt + Enter 键，向下移动一行，
并按 Tab 键来移动内容。

6. 输入一个左括号 ([)，然后选择“[ProductSubcategory]”列，从而完成公式。

不需要使用另一个 REL ATED 函数在第二个表达式中调用 ProductSubcategory 表，因为你在此表中创建了
计算列。 可以输入带表名前缀（完全限定的）或不带表名前缀（非限定的）的 [ProductSubcategory]。

7. 按 Enter 键或选择公式栏中的选中标记以完成该公式。 该公式将生效，并且“ProductFullCategory”列名将出
现在“字段”列表的“ProductSubcategory”表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计算列在“字段”列表中获得一个特殊图标，显示它们包含公式。 在 PowerBI 服务（Power BI 网
站）中，绝对无法更改公式，所以计算列不会附带图标。

现在可以使用新的 ProductFullCategory 列以依据 ProductFullCategory 查看 SalesAmount。

1. 从“ProductSubcategory”表选择“ProductFullCategory”列或或将其拖放到报表画布，以创建一个显示所有
ProductFullCategory 名称的表。



创建使用 IF 函数的计算列

2. 从“销售”表选择“SalesAmount”字段或将其拖动到表，以显示每个产品完整类别的销售额。

Contoso 销售示例包括针对活跃商店和非活跃商店的销售数据。 通过创建一个“Active StoreName”字段，可以确保
报表中活跃商店的销售额与非活跃商店的销售额明确分离。 在新的 Active StoreName 计算列，每个活跃商店将以
商店的完整名称显示，而非活跃商店将被组合到“非活跃”下。

幸运的是，“商店”表中有一个名为“状态”的列，其中值“开”用于活跃商店，而“关”则用于非活跃商店，我们可以使用
该列创建新 Active StoreName 列的值。 DAX 公式将使用逻辑 IF 函数来测试每个商店的状态，并根据结果返回特
定值。 如果商店状态为“开”，公式将返回商店名称。 如果为“关”，则公式将分配“非活跃”Active StoreName。

1. 在“商店”表中新建计算列，并在公式栏中将其命名为“Active StoreName”。

2. 在 = 号后，开始键入“IF”。 建议列表将显示可以添加的内容。 选择 IF。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824.aspx


3. IF 第一个参数是商店状态是否为“开”的逻辑测试。 键入一个左括号 [，它从“商店”表中列出列，然后选
择“[Status]”。

4. 在“[Status]”后，键入“=’On’”，然后键入逗号 (,) 结束参数。 工具提示建议添加一个值以在结果为 TRUE 时返
回。

5. 如果商店处于“开”状态，则需要显示商店名称。 键入一个左方括号 ([)，选择“[StoreName]”列，然后再键入一
个逗号。 现在，工具提示将指示你添加一个值以在结果为 FALSE 时返回。

6. 如果希望值为“非活跃”，则键入“非活跃”，然后通过按 Enter 或在编辑栏中选择复选标记完成该公式。 公式
将生效，并且新列名称将出现在“字段”列表的“商店”表中。



已了解的内容

后续步骤

7. 和其他任何字段一样，可以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新的 Active StoreName 列。 若要显示按 Active StoreName
排列的 SalesAmounts，选择“Active StoreName”字段或将其拖至画布，然后选择“SalesAmount”字段或将其
拖至表中。 在此表中，活跃商店单独按名称显示，而非活跃商店以“非活跃”组合到末尾。

计算列可丰富数据，提供更方便的见解。 你已了解如何在字段列表和公式栏中创建计算列、如何使用建议列表和工
具提示来帮助构造公式、如何使用适当的参数调用诸如 REL ATED 和 IF 之类的 DAX 函数，以及如何在报表可视化
效果中使用计算列。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 DAX 公式和使用更高级的公式创建计算列，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本信息。 本
文重点在于介绍 DAX 中的基本概念，如语法、函数和对上下文的透彻理解。

请务必将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参考添加到收藏夹。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 DAX 语法、运算符和 200 多个 DAX
函数的详细信息。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教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进行 Facebook 分析
2018/8/1 • • Edit Online

连接到 Facebook 页面

在本教程中，你将学习如何导入来自 Facebook 的数据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该数据。 将从 Power BI
Facebook 页面连接和导入数据，将转换应用于导入的数据，并在报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数据。

本教程使用 Microsoft Power BI Facebook 页面(https://www.facebook.com/microsoftbi) 中的数据。 除了个人
Facebook 帐户之外，不需要任何特殊凭据从该页面连接和导入数据。

1. 打开 Power BI Desktop，然后选择“开始使用”对话框中的“获取数据”，或者在“主页”功能区选项卡中，依次选
择“获取数据”和“更多...”。

2. 在“获取数据”对话框中，从“联机服务”组中选择“Facebook”，然后选择“连接”。

随即出现一个对话框，提醒你如果使用第三方服务，将产生风险。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facebook-analytics.md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softbi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softbi


3. 选择“继续”。 “Facebook”对话框随即出现。

4. 将页名称“microsoftbi”键入或粘贴到“用户名”文本框，从“连接”下拉列表选择“帖子”，然后选择“确定”。

5. 在系统提示输入凭据时，请登录到 Facebook 帐户，并允许通过帐户进行 Power BI 访问。

连接到 Power BI Facebook 页面后，将看到页面“帖子”数据的预览。



调整和转换导入的数据

拆分拆分““日期日期//时间时间””列列

你想要查看并显示一段时间内哪些帖子的评论数量最多，但注意到在“帖子”数据预览中，“created_time”数据难以读
懂和理解，并且根本没有评论数据。 需要对数据进行一些调整和清理操作，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数据。 在将数据
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之前/之后，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Power Query 编辑器”编辑数据。

首先，拆分“created_time”列中的日期和时间值，使其更易于识读。

1. 在 Facebook 数据预览中，选择“编辑”。



Power BI Desktop“Power Query 编辑器”会在新窗口中打开，并显示来自 Power BI Facebook 页面的数据预
览。

2. 选择“created_time”列。 请注意，它当前为“文本”数据类型，由列标题中的“ABC”图标表示。 右键单击标题，然
后选择下拉列表中的“拆分列”>“按分隔符”，或者选择功能区“主页”选项卡中“转换”下的“拆分列”>“按分隔
符”。

3. 在“按分隔符拆分列”对话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在输入字段中输入“T”（用于启动 created_time
值的时间部分的字符），并选择“确定”。



展开嵌套列展开嵌套列

列将拆分为两个列，其中包含“T”分隔符之前和之后的字符串，名称分别
为“created_time.1”和“created_time.2”。 请注意，已自动检测到 Power BI，并已将第一列的数据类型更改
为“日期”，将第二列的数据类型更改为“时间”，并设置了日期和时间值格式，使其更易于识读。

4. 若要重命名列，可以双击每个列标题，或选中每个列，然后选择功能区“转换”选项卡“任何列”组中的“重命
名”，并分别键入新的列标题“created_date”和“created_time”。

现在日期和时间数据以你期望的形式显示，接下来将通过展开嵌套列来显示评论数据。

1. 选择“object_link”列，然后选择 图标以打开“展开/聚合”对话框。 选择“连接”，然后选择“确定”。

列标题将更改为“object_link.connections”。

2. 再次选择“object_link.connections”列顶部的 图标，选择“评论”，然后选择“确定”。 列标题将更改
为“object_link.connections.comments”。



查查看看查询查询步步骤骤

3. 选择“object_link.connections.comments”列顶部的 图标，这次选择对话框中的“聚合”而不是“展开”。 选择“#
ID 计数”，然后选择“确定”。

列现在显示每个消息的评论数。

4. 将“object_link.connections.comments.id 计数”列重命名为“评论数”。

5. 选择“评论数”标题旁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降序排序”以查看从评论数最多到评论数最少排序的帖子。

在“Power Query 编辑器”中调整和转换数据后，每个步骤都已记录到“Power Query 编辑器”窗口右侧“查询设置”窗
格的“应用的步骤”区域。 可以通过“应用的步骤”返回以查看所做的具体更改，并视需要编辑、删除或重新排列它们
（尽管这样做可能存在风险，因为更改前面的步骤可能会中断后续步骤）。

在应用数据转换之后，“应用的步骤”应如下所示：



TIPTIP

导导入入转换转换后的数据后的数据

基本的“应用的步骤”是以 Power Query 语言编写的公式，也称为 M 语言。 若要查看和编辑该公式，请选择功能区“主页”选项
卡“查询”组中的“高级编辑器”。

如果对数据感到满意，请选择功能区“主页”选项卡中的“关闭并应用” > “关闭并应用”，将其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中。

将看到一个对话框，显示向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模型加载数据的进度。

数据加载完成后，它会在“报表”视图中显示为“字段”列表中的新“查询”。



在报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数据

创创建条形建条形图图

现在，已从 Facebook 页面导入数据，可以使用可视化效果快速轻松地深入了解数据。 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操作很简
单；只需选择一个字段或将其从“字段”列拖动到报表画布。

1. 在“Power BI Desktop 报表”视图中，从“字段”列表中选择“消息”，或将其拖至画布。 显示所有帖子消息的表格
将显示在画布上。

2. 在选中该表格后，同时从“字段”列表选择“评论数”，或将其拖动到表格中。

3.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堆积条形图”图标。 表格将更改为条形图，显示每个帖子的评论数量。



设设置置图图表格式表格式

4. 在“可视化效果”的右上方，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评论数排序”，按降序排列评论数对表格进行排序。

5. 请注意，大多数评论与“空白”消息相关联（这些帖子可能包含应用场景、链接、视频或其他非文本内容）。 若要
筛选出“空白”行，请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筛选器”下的“消息(全部)”，选择“全选”，然后选择“空白”以取
消选中此选项。 “筛选器”条目将更改为“消息不为(空白)”，且“空白”行会从图表可视化效果中消失。

可视化效果变得更加有趣，但无法查看图表中的大部分帖子文本。 若要显示更多帖子文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图表可视化效果上使用句柄，尽量将图表大小调整为最大。

2. 选中图表后，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图标（油漆滚筒）。

3. 选择“Y 轴”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将“最大大小”旁的滑块拖动到最右边 (50%)。

4. 另外，将“文本大小”减小到“10”以适应更多文本。



图表现在显示更多帖子内容。

图表的 X 轴（评论数）不显示确切值，并且看起来在图表底部不存在。 如果决定改用数据标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格式”图标，然后选择“X 轴”旁边的滑块将其“关闭”。

2. 选择“数据标签”旁边的滑块以将其“打开”。 现在图表显示每个帖子的确切评论数。



编辑编辑数据数据类类型型

这样效果更好，但所有数据标签都有一个“.0”小数位数，这会让人分散注意力并具有误导性，因为“帖子数”必须为整
数。 需要将“帖子数”列的数据类型更改为“整数”。

1. 要编辑数据类型，右键单击“字段”列表中的“Query1”，或将鼠标悬停在上面，选择“更多选项”省略号 (...)，然
后选择“编辑查询”。 另外，还可以从功能区“主页”选项卡的“外部数据”区域选择“编辑查询”，然后从下拉列表
选择“编辑查询”。 Power BI Desktop“Power Query 编辑器”在单独窗口中打开。

 

2. 在“Power Query 编辑器”中，选择“评论数”列，并通过以下任一方法将数据类型更改为“整数”：

选择“评论数”列标题旁边的“1.2”图标，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整数”，或
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选择“更改类型”>“整数”，或
选择“主页”选项卡“转换”组中的“数据类型: 小数”，或选择”转换”选项卡的”任意列“组，然后选择”整数“。

列标题中的图标更改为“123”，表示“整数”数据类型。



创创建日期切片器建日期切片器

3. 选择“关闭并应用”，或只选择“应用”以应用更改，同时使“Power Query 编辑器”窗口保持打开状态。 加载更改
内容后，图表上的数据标签将变为整数。

你想要使一段时间内帖子的评论数呈现可视化效果。 可以创建切片器可视化效果，将图表数据筛选到不同的时间范
围。

1. 单击画布的空白区域，然后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切片器”图标。 将显示一个空白的切片器可视化效
果。



设设置可置可视视化效果的格式化效果的格式

2. 从“字段”列表选择“created_date”字段，或将其拖动到新的切片器。 切片器根据字段的“日期”数据类型，更改
为一个日期范围滑块。

3. 移动滑块图柄以选择不同的日期范围，并注意图表数据是如何相应进行筛选的。 还可以选择切片器中的“日
期”字段，并键入特定日期，或者从日历弹出框中选择日期。

你决定为图表提供一个更具描述性和吸引力的标题。

1. 选中图表后，选择“格式”图标，然后选择下拉箭头以展开“标题”。
2. 将“标题文本”更改为“每个帖子的评论”。
3. 选择“字体颜色”旁边的下拉箭头，然后选择绿色以匹配可视化效果的绿色栏。
4. 将“文本大小”增加到“10”，并将“字体系列”更改为“Segoe (Bold)”。



创建更多可视化效果

尝试使用其他格式设置选项和设置来改变可视化效果的外观。

如你所见，可以方便地在报表中自定义可视化效果以便按所需的方式呈现数据。 例如，尝试使用导入的 Facebook
数据来创建此折线图，显示一段时间内的评论数量。



后续步骤

Power BI Desktop 提供无缝的端到端体验（从各种数据源获取数据、调整数据以满足你的分析需求，再到以丰富的
交互方式可视化这些数据）。 在报表准备就绪后，可以将报表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并基于它创建仪表板与其他
Power BI 用户共享。

阅读其他 Power BI Desktop 教程
观看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访问 Power BI 论坛
阅读 Power BI 博客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3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2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6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9327


通过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实现动态行级别安全
性
2018/8/2 • • Edit Online

任务 1︰创建用户安全表并定义数据关系

本教程演示在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中实现“行级别安全性”的所需步骤，以及如何将其用于 Power BI 报表。
本教程中的步骤在示例数据集上完成，旨在让您了解必需的步骤。

在本教程中，详细描述了以下步骤，帮助您了解在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中实现动态行级别安全性而需执行的
步骤︰

在 AdventureworksDW2012 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新安全表
生成含有所需事实数据表和维度表的表格模型

定义用户的角色和权限

将模型部署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表格实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报表以显示对应于正在访问此报表的用户的数据
将报表部署到 Power BI 服务。
最后，基于报表创建新仪表板

与您的同事共享仪表板

执行本教程中的步骤需要使用 AdventureworksDW2012 数据库（可以通过存储库下载）。

很多已发布的文章都介绍了如何通过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表格表格模型定义行级别动态安全。 我
们的示例遵照文章通过使用行筛选器实现动态安全性中所述的内容。 以下步骤引导完成本教程的第一项任务：

1. 本示例中，我们采用 AdventureworksDW2012 关系数据库。 在该数据库中创建 DimUserSecurity 表，如
下图所示。 本示例中，我们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来创建表。

2. 一旦创建并保存表，我们需要创建 DimUserSecurity 表的 SalesTerritoryID 列和 DimSalesTerritory 表的
SalesTerritoryKey 列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可以从 SSMS 中完成，方法是右键单
击“DimUserSecurity”表，选择“设计”。 然后从菜单中选择“表设计器”->“关系...”。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tutorial-row-level-security-onprem-ssas-tabular.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sql-server-samples/releases/tag/adventureworks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hh479759.aspx


任务 2︰创建含事实数据表和维度表的表格模型

select b.SalesTerritoryCountry, b.SalesTerritoryRegion, a.EmployeeID, a.FirstName, a.LastName, 
a.UserName from [dbo].[DimUserSecurity] as a join  [dbo].[DimSalesTerritory] as b on a.
[SalesTerritoryKey] = b.[SalesTerritoryID]

3. 保存表，然后向该表中添加几行用户信息，为此，可再次右键单击“DimUserSecurity”表然后选择“编辑前 200
行”。 在添加这些用户后，DimUserSecurity 表的行类似于下图中所示︰

我们会在即将开始的任务中重新使用这些用户。

4. 接下来，我们在 DimSalesTerritory 表中执行内部联接，其中显示了与用户关联的区域详细信息。 下面的代
码可执行内部联接，之后的图显示了在内部联接成功后的表显示方式。

5. 请注意，上图显示了诸如销售区域的负责用户等信息。 由于我们已在步步骤骤  2 中创建关系，所以会显示此数
据。 另请注意，用户 Jon Doe 属于澳大利属于澳大利亚销亚销售区域售区域。 我们会在即将执行的步骤和任务中再度讨论 John
Doe。

1. 在准备好关系数据仓库后，即可定义您的表格模型。 可以使用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创建该模
型。 有关如何定义表格模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的表格模型项目。

2. 将所有必需表导入模型，如下所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hh231689.aspx


3. 在导入必需的表之后，您需要定义一个名为 SalesTerritoryUsers的具有读读取取权限的角色。 这可以通过在
SQL Server Data Tools 中单击模型模型菜单然后单击角色角色来实现。 在角色管理器角色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新建新建。

4. 在角色管理器角色管理器中的成成员员选项卡下，添加我们已在任任务务  1-第第  3 步步中在 DimUserSecurity 表中定义的用户。

5. 接下来，为 DimSalesTerritory 和 DimUserSecurity 表添加适当的函数，如下面的行行筛选筛选器器选项卡下所
示。



任务 3：在本地数据网关中添加数据源

=DimSalesTerritory[SalesTerritoryKey]=LOOKUPVALUE(DimUserSecurity[SalesTerritoryID], 
DimUserSecurity[UserName], USERNAME(), DimUserSecurity[SalesTerritoryID], 
DimSalesTerritory[SalesTerritoryKey])

=FALSE()

6. 在此步骤中，我们使用 LOOKUPVALUE  函数返回列的值，在其中 Windows 用户名与 USERNAME  函数所
返回的用户名相同。 然后，可将查询限制为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LOOKUPVALUE  返回的值与相同或相关
表中的值相匹配。 在 DAX 筛选筛选器器列中，键入以下公式︰

在此公式中，LOOKUPVALUE  函数将返回 DimUserSecurity[SalesTerritoryID] 列的所有值，其
中，DimUserSecurity[UserName] 与当前登录的 Windows 用户名相
同，DimUserSecurity[SalesTerritoryID] 与 DimSalesTerritory[SalesTerritoryKey] 相同。

接着，LOOKUPVALUE  返回的 Sales SalesTerritoryKey 集将用于限制 DimSalesTerritory 中所示的行。 将
仅显示 SalesTerritoryKey 属于 LOOKUPVALUE  函数所返回的 ID 集的行。

7. 对于“DimUserSecurity”表，在“DAX 筛选器”列中键入以下公式：

此公式指定所有列均解析为 false 布尔条件；因此，DimUserSecurity 表没有可查询的列。

8. 现在，我们需要处理并部署该模型。 如需在部署该模型时获得帮助，可以参考部署文章。

1. 表格模型部署完毕，可供使用后，需要向 Power BI 门户中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服务器添加数据源连
接。

2. 若要允许 Power BI 服务访问本地分析服务，需要在环境中安装并配置本地数据网关。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hh231693.aspx


任务 4：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基于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创建报
表

3. 正确配置本地数据网关后，需要为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实例创建一个数据源连接。 本文将帮助你在
Power BI 门户中添加数据源。

4. 完成上一个步骤后，网关便已配置完成，并且可与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交互。

1. 启动 Power BI Desktop 并选择“获取数据”>“数据库”。

2. 从数据源列表中选择“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然后选择“连接”。



3. 填写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实例详细信息，然后选择“实时连接”。 选择确定确定。 使用 Power BI 时，动态安全
性仅适用于实时连实时连接接。

4. 你会发现模型已部署在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中。 选择相应的模型并选择“确定”。

5. Power BI Desktop 现在在画布右侧的“字段”窗格中显示所有可用字段。

6. 在右侧的“字段”窗格中，从“FactInternetSales”表中选择“SalesAmount”度量值，从“SalesTerritory”表中选
择“SalesTerritoryRegion”维度。

7. 我们将让此报表看上去简单明了，因此现在不会再添加任何列。 为了让数据的表示形式更有意义，我们将可
视化效果更改为“环形图”。



任务 5：创建和共享仪表板

8. 等报表准备就绪后，你就可以将它直接发布到 Power BI 门户。 从 Power BI Desktop 的“主页”功能区中选
择“发布”。

1. 你已经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了报表，并且单击了“发布”，因此，该报表将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
由于它已在该服务中，因此，可以使用在前述步骤中创建的示例来演示我们的模型安全性方案。

在销销售售经经理理  Sumit 的角色中，他可以看到所有不同销售区域的数据。 因此，他创建此报表（在前面的任务步
骤中创建的报表），并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发布报表后，他便在 Power BI 服务中基于该报表创建一个名为 TabularDynamicSec 的仪表板。 在下图中，
请注意销售经理 Sumit 可以看到所有销售区域的对应数据。

2. 现在，Sumit 与他的同事 Jon Doe 共享此仪表板，Jon Doe 负责澳大利亚地区的销售。



任务 6：了解幕后发生了什么

3. 当 Jon Doe 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并查看 Sumit 创建的共享仪表板时，他应该只能只能看到自己所负责的区域的
销售额。 因此，当 Jon Doe 登录并访问 Sumit 共享给他的仪表板时，他只能只能看到澳大利亚地区的销售额。

4. 祝贺你！ Power BI 服务中已成功反映并显示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中定义的动态行级别安全
性。 Power BI 使用 effectiveusername 属性将当前 Power BI 用户凭据发送到本地数据源，以运行查询。

1. 此任务假定你熟悉 SQL 事件探查器，因为你需要捕获本地 SSAS 表格实例上的 SQL Server 事件探查器踪
迹。

2. 只要用户（本例中为 Jon Doe）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会话就会初始化。 你会发
现，salesterritoryusers 角色立即生效，有效用户名为 jondoe@moonneo.com



注意事项

<PropertyList><Catalog>DefinedSalesTabular</Catalog><Timeout>600</Timeout><Content>SchemaData</Content>
<Format>Tabular</Format><AxisFormat>TupleFormat</AxisFormat><BeginRange>-1</BeginRange><EndRange>-
1</EndRange><ShowHiddenCubes>false</ShowHiddenCubes><VisualMode>0</VisualMode>
<DbpropMsmdFlattened2>true</DbpropMsmdFlattened2><SspropInitAppName>PowerBI</SspropInitAppName>
<SecuredCellValue>0</SecuredCellValue><ImpactAnalysis>false</ImpactAnalysis>
<SQLQueryMode>Calculated</SQLQueryMode><ClientProcessID>6408</ClientProcessID><Cube>Model</Cube>
<ReturnCellProperties>true</ReturnCellProperties><CommitTimeout>0</CommitTimeout>
<ForceCommitTimeout>0</ForceCommitTimeout><ExecutionMode>Execute</ExecutionMode>
<RealTimeOlap>false</RealTimeOlap><MdxMissingMemberMode>Default</MdxMissingMemberMode>
<DisablePrefetchFacts>false</DisablePrefetchFacts><UpdateIsolationLevel>2</UpdateIsolationLevel>
<DbpropMsmdOptimizeResponse>0</DbpropMsmdOptimizeResponse><ResponseEncoding>Default</ResponseEncoding>
<DirectQueryMode>Default</DirectQueryMode><DbpropMsmdActivityID>4ea2a372-dd2f-4edd-a8ca-
1b909b4165b5</DbpropMsmdActivityID><DbpropMsmdRequestID>2313cf77-b881-015d-e6da-
eda9846d42db</DbpropMsmdRequestID><LocaleIdentifier>1033</LocaleIdentifier>
<EffectiveUserName>jondoe@moonneo.com</EffectiveUserName></PropertyList>

EVALUATE
  ROW(
    "SumEmployeeKey", CALCULATE(SUM(Employee[EmployeeKey]))
  )

<PropertyList xmlns="urn:schemas-microsoft-com:xml-analysis">``
          <Catalog>DefinedSalesTabular</Catalog>
          <Cube>Model</Cube>
          <SspropInitAppName>PowerBI</SspropInitAppName>
          <EffectiveUserName>jondoe@moonneo.com</EffectiveUserName>
          <LocaleIdentifier>1033</LocaleIdentifier>
          <ClientProcessID>6408</ClientProcessID>
          <Format>Tabular</Format>
          <Content>SchemaData</Content>
          <Timeout>600</Timeout>
          <DbpropMsmdRequestID>8510d758-f07b-a025-8fb3-a0540189ff79</DbpropMsmdRequestID>
          <DbPropMsmdActivityID>f2dbe8a3-ef51-4d70-a879-5f02a502b2c3</DbPropMsmdActivityID>
          <ReturnCellProperties>true</ReturnCellProperties>
          <DbpropMsmdFlattened2>true</DbpropMsmdFlattened2>
          <DbpropMsmdActivityID>f2dbe8a3-ef51-4d70-a879-5f02a502b2c3</DbpropMsmdActivityID>
        </PropertyList>

3. 基于有效用户名请求，Analysis Services 在查询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后将请求转换为真实的
moonneo\jondoe 凭据。 Analysis Services 从 Active Directory 获取真实凭据后，就会基于用户对数据的访问
权限和其他权限仅返回用户对其具有权限的数据。

4. 如果使用仪表板执行更多活动，例如，如果 Jon Doe 从仪表板转到基础报表，则可以在 SQL 事件探查器中看
到作为 DAX 查询返回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特定查询。

5. 你还可以从下面看到正在执行该 DAX 查询以填充报表数据。

使用行级别安全性、SSAS 和 Power BI 时需要牢记几个注意事项：

1. Power BI 的本地行级别安全性只能用于实时连接。
2. 通过“实时连接”访问报表的用户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立即获得处理模型后的任何数据更改。



有哪些示例数据可用于 Power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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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示例 Excel 工作簿的使用准则

假设你初次接触 Power BI，想要试用但没有任何数据。 或者你有一个数据集，但由于你（尚）不了解 Power
BI 的工作原理，担心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损坏数据集？

不需要有压力！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和 Microsoft 已创建示例供你使用，直到你可以更放心地使
用 Power BI。 数据经过匿名处理并表示不同行业：金融、人力资源、销售等。 随着你不断阅读我们的联机文
档，将会发现使用这些相同示例的教程和示例，这意味着，你将能够沿用这些内容。

每个示例都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格式：内容包、单独的 Excel 工作簿和 .pbix 文件。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内容是
什么，或如何着手处理，请不要担心。 我们将在本文后续部分介绍这些内容。 我们针对每个示例创建了一
个 教程 ，这是一种文章类型，介绍示例所基于的场景并指导你完成不同的方案。 一种方案可能是回答经理
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查找竞争对手的见解，或创建要共享的报表和仪表板，或解释业务转型。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请通读使用示例的法律准则。 完成后，我们将介绍这些示例并向你展示如何使用它们。

请在使用 Power BI 示例之前阅读此信息。

© 2015 Microsoft Corporation。 保留所有权利。 文档和工作簿“按原样”提供。 工作簿中陈述的信息和观点
（包括 URL 和其他 Internet 网站引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你须自行承担使用风险。 某些示例仅供说
明之用，纯属虚构。 不作任何实际关联，也不推断任何实际关联。 对于此处提供的信息，Microsoft 不作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对于任何 Microsoft 产品中的任何知识产权，工作簿不为你提供任何法律权利。 你可以复制此工作簿并将
其用于内部参考。

工作簿和相关的数据由 obviEnce 提供。 www.obvience.com

ObviEnce 是侧重于 Microsoft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 ISV 和知识产权 (IP) Incubator。 ObviEnce 与
Microsoft 紧密协作，共同开发快速了解和部署 Microsoft Business Intelligence 解决方案的最佳做法和领
先观念。

工作簿和数据均为 obviEnce, LLC 的财产，并已共享以专门用于通过行业示例数据演示 Power BI 功能。

工作簿和/或数据的任何使用必须包括上述属性（也位于每个工作簿随附的信息工作表上）。 该工作簿和任
何可视化对象必须附有以下版权声明：obviEnce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datasets.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www.obvience.com


可用示例

客客户户盈利率示例盈利率示例   

人力人力资资源示例源示例   

IT IT 支出分析示例支出分析示例   

机会分析示例机会分析示例   

采采购购分析示例分析示例   

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销销售和市售和市场营销场营销示例示例   

单击下面任一链接下载 Excel 工作簿文件或 .pbix 文件即表示你同意上述条款。

我们提供八个示例供你使用。 每个示例代表不同的行业。

浏览客户盈利率示例

此行业示例分析了 CFO 对其管理人员、产品和客户的关键指标。 你可以调查哪些因素会影响公司的盈利
率。

浏览人力资源示例

此行业示例通过分析新员工、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关注公司的招聘策略。 通过浏览数据，你可以找到自愿
离职和招聘策略中的偏见的趋势。

浏览 IT 支出分析示例

在本行业示例中，我们分析比较了公司 IT 部门的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 这种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司年
度计划的效果如何并调查与计划有巨大偏差的区域。 在此示例中，公司将经历年度计划周期，然后分季度
生成新的最新估计 (LE)，以帮助分析过去财年中 IT 支出的变化。

浏览机会分析示例

此行业示例探索软件公司的销售渠道。 销售经理通过按地区、交易规模和渠道跟踪机会和收益来监视其直
接和合作销售渠道。

浏览采购分析示例

此行业示例分析了 CFO 对其管理人员、产品和客户的关键指标。 你可以调查哪些因素会影响公司的盈利
率

浏览零售分析示例

此行业示例分析了跨多个商店和地区销售的商品的零售数据。 指标将比较本年度与去年在以下领域的绩
效：销售、单位、毛利和差额，以及新店铺分析。

浏览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此行业示例分析了制造公司 VanArsdel Ltd。它允许首席市场官监视该行业以及 VanArsdel 的市场份额。 通
过浏览示例，你可以找到公司的市场份额、产品量、销售和市场情绪。



供供应应商商质质量示例量示例   

如何获取这些示例

内容包 Power BI 示例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中获获取并打开示例内容包取并打开示例内容包

浏览供应商质量示例

此行业示例着重于传统供应链的其中一项挑战 — 供应商质量分析。 有两个主要度量值在此分析中发挥作
用：瑕疵品总数和瑕疵品所造成的停工时间总计。 此示例有两个主要目标：了解质量方面最佳和最差的供应
商，并确认在找出及剔除瑕疵品方面表现更佳的工厂，从而最大限度地缩短停工时间。

现在你已经知道可用的内容了。 可以开始了解如何获取这些示例。

正如你上面所了解到的那样，这些示例以几种格式提供：内容包、Excel 工作簿和 .pbix 文件。 我们将介绍如
何使用每种示例，首先从内容包开始。

内容包是可从 Power BI 中获取的唯一示例格式，无需离开 Power BI 就能找到内容包。 内容包实质上是用
户创建且可与 Power BI 服务一起使用的一个或多个仪表板、数据集和报表的捆绑包。 用户创建内容包与
同事共享。 每个 Power BI 示例内容包都包含一个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 内容包对 Power BI Desktop 不
可用。 如果你想要了解有关内容包的详细信息，请阅读 Power BI 中的内容包简介。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并登录。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选择其中一个示例以打开该示例的说明。 然后选择“连连接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
标记。 使用这些示例对 Power BI 进行测试运行。

现在你拥有数据，已经快成功了。 使用示例内容包尝试按我们的一些教程操作，或仅打开 Power BI 服务并
浏览。



Excel 文件 Power BI 示例
每个示例内容包还可以作为 Excel 工作簿提供。 Excel 工作簿旨在与 Power BI 服务一起使用。

TIPTIP

1. 使用下面的链接分别下载文件，或下载所有示例文件的 zip 文件。 如果你是高级用户，可能想要下载
Excel 工作簿以浏览或编辑数据模型。

零售分析示例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

人力资源示例

客户盈利率示例

机会跟踪示例

IT 支出分析示例
采购分析示例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2. 保存下载的文件。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同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本地本地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本地驱动器中或者组织中的其他位置，则在
Power BI 中，你可以将文件导入到 Power BI。 你的文件实际上一直保存在本地驱动器中，因此整
个文件并未真正导入到 Power BI。 实际上，在 Power BI 网站中创建新的数据集，数据（某些情况
下为数据模型）将加载到数据集中。 如果你的文件有任何报表，则这些报表会显示在你的 Power
BI 网站中的“报表”下。

 OneDrive - 企企业业  – 如果你有 OneDrive for Business，并且使用登录 Power BI 的同一帐
户登录到其中，这是将 Excel、Power BI 或 .CSV 文件中的工作与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报
表和仪表板保持同步的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法。 由于 Power BI 和 OneDrive 都位于云中，Power
BI 大约每小时会连接你在 OneDrive 上的文件一次。 如果发现任何更改，你的数据集、报表和仪
表板会在 Power BI 中自动更新。

 OneDrive - 个人个人  – 如果你将文件保存到自己的 OneDrive 帐户，你会像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那样获得很多相同优势。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首次连接至你的文件（使用“获
取数据 > 文件 > OneDrive – 个人”）时，你将需要使用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这通常与
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帐户不同。 当使用你的 Microsoft 帐户登录 OneDrive 时，请务必选
择“使我保持登录状态”选项。 这样一来，Power BI 将能够大约每小时连接你的文件一次，并确保
你在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同步。

 SharePoint 团队团队网站网站  – 将 Power BI 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团队网站与保存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大致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你从 Power BI 连接到文件的方式。 你可以指定
一个 URL 或连接到根文件夹。

3.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并登录。

现在，你可能想要创建新的仪表板并以计划进行导入的文件的名称对其命名。 否则，在导入 Excel 数据集
时，Power BI 将不会创建以示例命名的新仪表板，而改为将磁贴添加到当前已打开的仪表板。 选择该磁贴将
转到数据集的报表。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你稍后也可以创建新仪表板，但从新仪表板开始操作将为你节
省一个或两个步骤。

4.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5020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8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0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1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2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3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4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5


5.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文件文件  > 获获取取”。

6. 导航到下载并保存示例的位置。

7. 选择该文件，此处是保存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的 Procurement Analysis Sample.xlsx，然
后选择“连连接接”。

8. 选择是导入数据，还是将工作簿引入 Power BI 并完全按照其在 Excel Online 中的方式查看该工作
簿。



（可（可选选）从）从  Excel  Excel 内内查查看看  Excel  Excel 示例示例

.pbix 文件 Power BI 示例

9. 如果选择“导导入入”，Power BI 会导入示例工作簿并将其添加为名为采采购购分析示例分析示例的新数据集。 如果工
作簿具有任何 Power View 工作表、表或范围，或数据模型，Power BI 还会创建一个（具有相同的名
称）的报表。 如果还没有打开仪表板，Power BI 将创建一个新的仪表板。 （如果在单击“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时
打开了仪表板，则会在该仪表板上看到新的空白磁贴。 单击该磁贴将转到刚刚添加数据集的报表）。
新内容以该示例命名，并以黄色星号标记。

10. 当数据集准数据集准备备就就绪绪！！  屏幕出现时，选择“查查看数据集看数据集”或“获获取快速取快速见见解解”，或只需使用 Power BI 左
侧导航栏来找到并打开关联的报表或仪表板。

想要了解 Excel 工作簿中的数据如何转换为 Power BI 数据集和报表？ 通过在在  Excel 中中打开 Excel 示例和
浏览工作表可得到答案。

首次在 Excel 中打开示例工作簿时，你可能会看到两个警告。 第一个警告指出工作簿处于受保护的
视图中。 选择“启用编辑”。 第二个警告指出该工作簿有外部数据连接。 选择“启用内容”。

每个工作簿包含多个工作表。 由于所有这些 Excel 示例都至少有一个包含可视化效果的 Power View
工作表，在将 Excel 文件导入到 Power BI 时，你将会获得一个数据集和和一个报表。

你可能需要启用 Power View 外接程序。

那么实际数据在哪儿呢？ 实际数据位于 Power Pivot 数据模型中。 若要查看数据，
在“PowerPivot”选项卡上，选择“管理数据模型”。

看不到 PowerPivot 选项卡？ 启用 Power Pivot 外接程序。

“信息”选项卡提供有关创建该示例的公司 obviEnce 的信息。

每个示例内容包还会作为 Power BI .pbix 文件提供。 .pbix 文件旨在与 Power BI Desktop 一起使用。

1. 使用下面的链接单独下载各个文件。 选择下面的链接会将文件自动保存到 Downloads 文件夹。

零售分析示例 PBIX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 PBIX

人力资源示例 PBI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Power-View-sheet-in-Excel-2013-B23D768D-7586-47FE-97BD-89B80967A405#__toc328591957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Start-Power-Pivot-in-Microsoft-Excel-2013-add-in-A891A66D-36E3-43FC-81E8-FC4798F39EA8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6/D/96DDC2FF-2568-491D-AAFA-AFDD6F763AE3/Retail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8/C/6/8C661638-C102-4C04-992E-9EA56A5D319B/Supplier-Quality-Analysis-Sample-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9/5/69503155-05A5-483E-829A-F7B5F3DD5D27/Human Resources Sample PBIX.pbix


后续步骤

客户盈利率示例 PBIX
机会跟踪示例 PBIX
IT 支出分析示例 PBIX
采购分析示例 PBIX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PBIX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上，选择“文件 > 打开”并导航到保存示例 .pbix 的位置。

2. 选择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的 .pbix 文件。

Power BI 基本概念

教程：连接到 Power BI 示例

Power BI 数据源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A/9/6A93FD6E-CBA5-40BD-B42E-4DCAE8CDD059/Customer Profitability Sample 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1/5/915ABCFA-7125-4D85-A7BD-05645BD95BD8/Opportunity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E/9/8/E98CEB6D-CEBB-41CF-BA2B-1A1D61B27D87/IT Spend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5/3/D5390069-F723-413B-8D27-5888500516EB/Procurement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7/6/9767913A-29DB-40CF-8944-9AC2BC940C53/Sales and Marketing Sample PBIX.pbi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示例
2018/8/2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关于本教程

示例和 Power BI 服务

我们建议从文章 Power BI 示例数据集开始着手。 在本文章中，你将了解这些示例的全部信息；如何获取，在何处
保存，如何使用这些示例，以及每个示例所表示的一些应用场景。 然后，请在了解基本知识后，再返回到本教程。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均支持该示例。 要继续学习，我们将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本教程使用的零售分析示例内容包包含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为了熟悉此特定内容包及其应用场景，你可能需
要在开始学习本教程之前先浏览零售分析示例。

本教程教你如何

导入示例内容包、将其添加到 Power BI 服务、以及打开内容。 内容包是一种示例类型，其中，数据集与仪表板
和报表捆绑在一起。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示例 .pbix 文件。

1. 打开并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底部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如果没有看到“获取数据”，请选择  展开导航窗格。

3. 选择“示例”。

4. 选择“零售分析示例”，然后选择“连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tutorial-connect-to-the-samples.md


到底导入了什么内容？

在选择“连接”时，借助示例内容包，Power BI 实际会导入该内容包的副本并将其存储在云中。 创建内容包的人员
还会在其中包含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而这些正是当你单击“连接”时所获取的内容。

1. Power BI 会创建新的仪表板并将其列在“仪表板”选项卡上。通过标注黄色星号，让你知道它是新建的。

2. 打开“报表”选项卡。你将在此处看到名为零售分析示例的新报表。

点击“数据集”选项卡。还会出现新的数据集。



浏览新内容

TIPTIP

现在可以自行浏览仪表板、数据集和报表。 有多种不同方法可以导航到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下面将介绍其中
一种方法。

希望首先获得详细的指导？ 请尝试浏览零售分析示例，了解有关此示例的分步演练。

1. 导航返回到“仪表板”选项卡并选择“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以将其打开。

2. 将打开此仪表板。 它具有各种可视化效果磁贴。

3. 选择其中一个磁贴以打开基础报表。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选择分区图（上图中以粉色突出显示）。 报表会打
开包含该分区图的页面。



NOTENOTE
如果磁贴是使用 Power BI 问答创建的，则会改为打开问答页面。 如果磁贴是从 Excel 固定的，则 Excel Online 将在
Power BI 内打开。

4. 重新返回“数据集”选项卡，你有多种选项可用于浏览数据集。 你将无法打开它和查看所有的行和列（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Excel 中可以执行这些操作）。 如果有人与同事共享内容包，他们通常想要共享见解，
而不是让其同事直接访问数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浏览数据集。

浏览数据集的一种方法是从头开始创建你自己的可视化效果和报表。 选择图表图标  打开处于报
表编辑模式的数据集。



示例和 Power BI Desktop

到底导入了什么内容？

浏览数据集的另一种方法是运行快速见解。 选择省略号 (…) 并选择“获取见解”。 见解就绪后，选
择“查看见解”。

首次打开示例 PBIX 文件时，它将在报表视图中显示，可在其中浏览、创建和修改可视化效果中的任何报表页数。
报表视图所提供的设计体验与 Power BI 服务中报表的编辑视图所提供的几乎相同。 可四处移动可视化内容，进
行复制粘贴、合并等。

两者的区别在于当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时，可运用查询并对数据建模以确保数据支持报表中的最佳见解。 无论
在本地驱动器还是云中，都可在任何位置保存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1. 打开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零售分析示例 .pbix 文件。

2. 将在报表视图中打开该文件。 注意到报表编辑器底部的 4 个选项卡了吗？ 这意味着该报表有 4 页，且“新
商店”页面当前处于选中状态。

。

3. 若要深入了解报表编辑器，请参阅报表编辑器教程

在 Desktop 中打开示例 PBIX 文件时，Power BI 实际会导入该数据的副本并将其存储在云中。 在 Desktop 中，你
拥有访问报表和基础数据集的权限。 在加载数据时，Power BI Desktop 将尝试为你查找并创建关系。

1. 选择表图标  切换到数据视图。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6/D/96DDC2FF-2568-491D-AAFA-AFDD6F763AE3/Retail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浏览新内容

后续步骤

数据视图有助于你检查、浏览和了解 Power BI Desktop 模型中的数据。 它与你在查询编辑器中查看表、列
和数据的方式不同。 在数据视图中，你所看到的数据是在将其加载到模型之后的样子。

建模数据时，有时想要在报表画布上未创建视觉对象的情况下，查看表或列中的实际内容，通常会查看到

行级别。 特别是当你要创建度量值和计算列时，或者需要识别数据类型或数据类别时。

2. 选择图标  切换到关系视图。

关系视图显示模型中的所有表、列和关系。 从此处，可以查看、更改和创建关系。

现在可以自行浏览数据集、关系和报表。 有关入门帮助，请参阅 Desktop 入门指南。

Power BI 基本概念

Power BI 服务示例

Power BI 数据源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的客户盈利率示例：教程
2018/7/11 • • Edit Online

客户盈利率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客户盈利率示例”内容包包括生产营销材料的一家公司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此仪表板由 CFO 创建，用于查看
有关她的 5 名业务部门经理（即主管人员）、产品、客户和毛利 (GM) 的关键指标。 她一眼就能看出影响盈利性的因
素所在。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数据可采用以下几种格式：内容包/应用程
序、 Excel 工作簿或 .pbix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参阅示例数据集。

想要跟着做吗？ 本教程使用 Power BI 服务和“客户盈利率”示例内容包。 因为报表体验非常相似，所以也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和示例 PBIX 文件按步骤操作。 连接到内容包和 PBIX 文件的操作说明如下。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customer-profitability.md
http://www.obvience.com/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仪表板告诉我们什么？

4. 依次选择“客户盈利率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使
用这些示例对 Power BI 进行测试运行。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客户盈利率示例

如果想要深入探究本示例的数据源，还以（Excel 工作簿）的形式提供此示例。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在“我的工作区”下，找到“客户盈利率示例”仪表板：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A/9/6A93FD6E-CBA5-40BD-B42E-4DCAE8CDD059/Customer Profitability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1


公司范公司范围仪围仪表板磁表板磁贴贴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 仪表板磁贴为 CFO 提供了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高级别公司指标概览。 当她
看到感兴趣的内容时，她可以选择磁贴以进一步研究该数据。

2. 查看仪表板左侧的磁贴。



特定于特定于经经理的理的仪仪表板磁表板磁贴贴

我们公司的毛利率是 42.5%。
我们有 80 个客户。
我们销售 5 种不同的产品。
我们在二月份收入与预算的差额最小，三月份收入与预算的差额最大。

我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东部和北部区域。 毛利从未超出过预算，其中 ER-0 和 MA-0 需要进一步调查。
该年的总收入接近预算。

仪表板右侧的磁贴提供团队计分卡。 CFO 需要对她的经理进行跟踪，而这些磁贴使用 GM% 为她提供了利润的高
级别概述。 如果对任一经理的 GM% 趋势在意料之外，她就会进一步调查。



浏览仪表板的基础数据

打开打开  Excel Online  Excel Online 数据源数据源

除 Carlos 外，所有管理人员均已超过目标销售额。 但 Carlos 的实际销售额是最高的。
Annelie 的毛利润百分比最低，但从 3 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稳定的增长。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 Valery 的 GM % 在显著下降。
而 Andrew 经过了多变的一年。

此仪表板含有链接到报表和 Excel 工作簿的磁贴。

该仪表板上的“目标与实际”和“年度同比收入增长量”这两个磁贴是从 Excel 工作簿固定的。 因此，在选择其中一个
磁贴时，Power BI 将打开数据源（在该示例中，将打开 Excel Online）。



打开基打开基础础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表

““团队记团队记分卡分卡””页页

1. 选择从 Excel 固定的这两个磁贴之一。 将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 Excel Online。

2. 请注意，该工作簿含有 3 个选项卡的数据。 打开“收入”。

3.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Carlos 尚未达到其目标。
a. 在“管理人员”滑块中，选择“Carlos Grilo”。
b. 第一个数据透视表告诉我们 Carlos 的热销产品 Primus 的收入同比去年下降了 152%。 而年同比图表显示
其大部分月份都低于预算。

4. 继续浏览，如果发现感兴趣的内容，请从右上角选择“固定” 将该内容固定到仪表板。

5. 使用浏览器的上一步箭头返回到仪表板。

客户盈利率示例仪表板上的大部分磁贴是从基础客户盈利率示例报表固定的。

1. 选择其中的一个磁贴以在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

2. 报表有 3 页。 报表底部的每个选项卡表示一个页面。

“队记分卡”关注 5 名经理的绩效及其“业务记录”。
“行业利润率分析”通过比较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分析盈利率的方法。
在 Cortana 中，“经理记分卡”提供了每个经理的视图浏览格式。



我们来了解一下零售团队成员中的两名成员，看一看可以获得哪些见解。 在左侧的扇区中，选择 Andrew 名字，筛
选仅显示 Andrew 相关数据的报表页。

为快速了解 KPI，可查看 Andrew 的收入状收入状态态  - 显示为绿色。 表明他的表现还不错。
“按月份划分的收入与预算差额”分区图显示，除 2 月份有所下降以外，Andrew 的整体绩效都非常不错。 他的主
要区域是东部并负责 49 个客户和 5 款产品（共 7 款）。 但他的 GM% 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按月份划分的收入与预算差额”显示了一种稳定的盈亏平衡情况。但当通过选择区域树状图中的中部中部方块时，你
将发现 Andrew 仅在 3 月才有收入，并且仅限于印地安那州。 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别有隐情？

现在转向 Valery。 选择扇区中的 Valery 名字，筛选仅显示关于她的数据的报表页。

请注意，总总收入状收入状态态的 KPI 为红色。 这肯定需要进一步调查。
她的收入差也令人担心 – 她未满足其收入毛利率。
Valery 只有 9 个客户，只负责 2 款产品，合作的客户几乎全部位于北部。 这种特殊性可以解释她的指标中存在
的大范围波动。



行行业业利利润润率分析率分析

管理人管理人员记员记分卡分卡

请通过“问答”提问进一步分析数据

选择树状图中的北部北部方块，显示 Valery 在北部的毛利润与她的整体利润保持一致。
选择其他区域区域方块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她的 GM% 范围为 23% 到 79%，她在除北部外的所有区域中的收入数
字非常具有季节性。

继续探索，找出 Valery 的区域表现不佳的原因。 看一看各个区域、其他业务部门以及该报表的下一页“行业利润率
分析”。

此报表页提供了不同的数据片段。 通过分析细分市场，介绍了整个行业的毛利率。 CFO 利用此页将公司和业务部
门指标与行业指标进行比较，以帮助其阐释趋势和盈利性。 你可能会想“按月份和主管姓名划分的毛利率”分区图为
什么会出现在此页，因为它是特定于团队的。 在此处列出可让我们按业务部门经理筛选页面。

盈利性如何随行业而变化？ 如何按行业细分产品和客户？ 从左上方选择一个或多个行业。 （从 CPG 行业开始）若
要清除筛选器，可选择橡皮擦图标。

在气泡图中，CFO 要查找最大的气泡，因为这些气泡代表对收入产生最大影响的气泡。 通过单击分区图中各经理的
名字按经理筛选页面，这样做很容易看出行业细分市场对各经理产生的影响。

Andrew 受影响的区域跨度许多不同行业的细分市场，GM%（大部分是正面影响）和 Var% 变化都很大。
Annelie 的图表与此相似，只是她只集中在一小部分行业细分市场，侧重于“联邦”细分市场且主要着重 Gladius
产品。

Carlos 主要侧重于“服务”细分市场，利润很好。 他显著提高了“高科技”细分市场和他的新市场（工业）的方差比
率，与预算相比，表现异常出色。

Tina 负责少量细分市场，GM% 最高，但她的气泡大部分都是小气泡，这表示她对公司的账本底线产生的影响最
小。

Valery 只负责一款产品，并且仅在 5 个行业细分市场工作。 她的行业影响也具有季节性，但始终会产生大气泡，
表明对公司的账本底线影响较大。 行业是否能解释她的消极表现？

将此页的格式设置为 Cortana 的回复卡。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Cortana 创建回复卡

我们的分析有助于确定哪个行业为 Valery 带来的收入最多。 使用“问答”提问。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方法是选择“编辑报表”。 编辑视图仅在该报表由你“所有”的情况下才可用，这有时
被称为创建者模式。 相反，如果该报表是与你共享的，则你无法在编辑视图中打开它。

2. 从顶部菜单栏中，选择“提问”打开“问答”问题框。



通通过过添加添加筛选筛选器深入分析器深入分析

3. 键入 Valery 的按行的按行业业划分的划分的总总收入收入。 请注意当你键入问题时，可视化效果更新的方式。

分销是 Valery 的最大收入区域。

我们来看一看 分销 行业。

1. 打开“行业利润率分析”报表页。

2. 不选择报表页上的任何可视化效果，在右侧展开“筛选器”窗格（如果它尚未展开）。 “筛选器”窗格应仅显示页
面级别筛选器。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3. 找到“行业”筛选器并选择箭头以展开该列表。 让我们为分销行业添加页面筛选器。 首先，通过清除“全选”复
选框来清除所有选择。 然后仅选择“分销”。

4. “按月份和主管姓名划分的毛利率”分区图表明，只有 Valery 和 Tina 在这个行业有客户，而 Valery 仅在 6 月
到 11 月负责了该行业。

5. 在“按月份和主管划分的毛利率”分区图图例中，依次选择“Tina”和“Valery”。 我们发现，Tina 的“按产品划分
的总收入”部分相较于 Valery 真的很少。

6. 若要查看实际收入，请使用“问答”提问按方案划分的管理人员分销总收入。

我们可以采用相似的方式分析其他行业，甚至将客户加入到我们的视觉对象分析当中，以了解 Valery 的表现
的原因。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

获取本示例的新副本。

还可以仅下载本示例的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本教程介绍了 Power BI 仪表板、问答和报表如何能够帮助深入了解客户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的数
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回到 Power BI 中的示例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1


Power BI 的 IT 支出分析示例教程
2018/7/11 • • Edit Online

“IT 支出分析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IT 支出分析内容包（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分析比较了 IT 部门的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 这种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公司年度计划的效果如何并调查与计划有巨大偏差的区域。 在此示例中，公司将经历年度计划周期，然后分季
度生成新的最新估计 (LE)，以帮助分析过去财年中 IT 支出的变化。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http://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均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依次选择“IT 支出分析示例”和“连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it-spend.md
http://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it-spend#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E/9/8/E98CEB6D-CEBB-41CF-BA2B-1A1D61B27D87/IT Spend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3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IT 支出分析示例仪表板

“YTD IT 开支趋势分析”页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IT 支出分析示例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
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仪表板上的两个数字磁贴，差差额计额计划划  % 和第第  3 季度最新估季度最新估计计差差额额  %，为我们提供了和计划和最新的季度评估
（LE3 = 第 3 季度最新估计）相比，我们的表现程度的概况。 总体上，我们与计划大约有 6% 的差额。 让我们按时
间、地点和类别研究一下导致此差额的原因。

选择按按销销售地区的差售地区的差额计额计划划  % 仪表板磁贴将转到 IT 支出分析示例报表的“IT 支出趋势分析”页。 一眼就可以看出
我们在美国和欧洲为正差额，而在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澳大利则为负差额。 美国最近估计约有 6% 的正差额，而澳
大利亚最近估计约有 7% 的负差额。

但是，只凭查看此图表，就得出结论可能会产生误导。 我们需要查看实际的美元金额，才可透彻地了解状况。

1. 在“按销售地区划分的差额计划 (%)”图表中选择“澳大利澳大利亚亚和新西和新西兰兰”，然后观察“按 IT 区域划分的差额计
划”图表。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E/9/8/E98CEB6D-CEBB-41CF-BA2B-1A1D61B27D87/IT Spend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3


提出有关数据的问题

“按成本元素的 YTD 支出”页

2. 现在，请选择美国美国。 这样你就了解了 - 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真的只占了我们总体支出的很小一部分。

因此我们把范围缩小到美国，下一步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是美国的哪类商品造成了差额。

1.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IT 支出分析示例”以返回到仪表板。

2. 在问题框中键入“显示 IT 区域、差额计划 % 和第 3 季度最新估计差额 % 条形图”。

在第一个 IT 区域 - 即基基础结础结构构中，初始差额计划和最新估计差额计划之间的百分比变化巨大。

返回仪表板并查看差差额计额计划划  %，第，第  3 季度最新估季度最新估计计差差额额  % 仪表板磁贴。



“计划差额分析”页

即可看到基础结构对计划具有极大的正差额。

1. 单击此磁贴以转到 IT 支出分析示例报表的“按成本元素的 YTD 支出”页。

2. 单击左下角的“按 IT 区域的差额计划 % 和第 3 季度最新估计差额 %”图表中的基基础结础结构构栏，并观察左侧
的“按销售地区的差额计划 %”中相对于计划的差额。

3. 单击切片器中成本元素组的名称以查找具有较大差额的成本元素。

4. 选择其他其他后，单击 IT 区域中的基基础结础结构构，并单击 IT 子区域切片器中的“子区域”以查找具有最大差额的子区
域。

我们可以看到网网络络中存在巨大差额。

显然，该公司决定为其雇员提供电话服务作为福利，但该措施并不在计划中。

还是在该报表中，单击报表底部的“计划差额分析”选项卡以转到报表的第 3 页。

在左侧“按业务区域的差额计划和差额计划 %”组合图表中，单击“基础结构”列以在该页的其余部分突出显示基础结
构值。



编辑报表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请注意，在“按月和业务区域的差额计划 %”图表中，基础结构约从 2 月开始有正差额，之后持续增加。 另外，请注
意与所有业务区域的值相比，基础结构计划值的差额按国家浮动的方式。 使用右侧“IT 区域”和“IT 子区域”切片器
来筛选页面上剩余部分中的值，而不是将其突出显示。 单击右侧的不同 IT 领域，以其他方法浏览数据。 你还可以
单击“IT 子区域”，然后查看该级别下的差额。

单击左上角的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并在“编辑视图”中浏览。

了解页面的组成部分，即每个图表中有哪些字段，每个页面上有哪些筛选器

以相同的数据为依据添加页面和图表

更改每个图表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将它们固定到仪表板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取数
据”来获得本示例的新副本。

我们希望本教程介绍了 Power BI 仪表板、问题解答和报表如何能够帮助深入了解 IT 支出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的人力资源示例：教程
2018/8/2 • • Edit Online

“人力资源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即使是在不同公司，甚至处于不同行业或规模的公司，HR 部门均使用相同报表模型。 此示例研究新员工、在职员工
和已离职员工，并试图找出雇佣策略存在的趋势。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了解：

我们招聘的员工

我们招聘策略中的偏见

自愿离职趋势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数据可采用以下几种格式：内容包/应用程
序、 Excel 工作簿或 .pbix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示例数据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human-resources.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human-resources#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9/5/69503155-05A5-483E-829A-F7B5F3DD5D27/Human Resource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0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新员工

4. 依次选择“人力资源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人力资源示例 PBIX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
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首先来了解一下新员工。

1. 在工作区中，选择“仪表板”选项卡，并打开“人力资源”仪表板。

2. 在仪表板上，选择“新员工计数、上一年同时段的新员工和在职员工的按月按月增长率变化”磁贴。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9/5/69503155-05A5-483E-829A-F7B5F3DD5D27/Human Resource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0


将打开“人力资源示例”报表的新新员员工工页。

注意以下方面：

新新员员工工计计数、去年同数、去年同时时段的新段的新员员工和在工和在职员职员工的按月增工的按月增长长率率变变化化组合图显示，今年我们每个月招聘的员工都

比去年多，有几个月尤其明显。

从按地区和种族划分的新按地区和种族划分的新员员工工计计数和在数和在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组合图可以看出，我们在东东部部区域招聘的员工较之更少。

按年按年龄组龄组划分的新划分的新员员工增工增长长率率变变化化瀑布图显示，我们主要招聘的是年轻员工。 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大部分工作
都是兼职性质。

按性按性别别划分的新划分的新员员工工计计数数饼图显示，男女员工数量平分秋色。

还有更多发现吗？例如，是否可以找到某个区域的性别划分不平均？ 选择图表中的不同年龄组和性别，了解年龄、
性别、区域和种族组之间的关系。

从顶部导航栏选择仪表板的名称以返回到该仪表板。



当前在职员工和前任员工的比较

离职原因

我们来看看当前在职员工和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员工数据。

在仪表板上，选择按年按年龄组龄组划分的在划分的在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磁贴。

将打开“人力资源示例”报表的在在职员职员工工对对比离比离职员职员工工页。

相关相关项项：

在左侧的组合图显示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的同比变化。 由于大量招聘，今年的在职员工比去年多，同时离职员工
也比去年多。

八月份的离职员工比其他几个月都多。 选择不同的年龄组、性别或区域，看看你是否能够找出任何其他不同。
我们注意到，在饼图中，按性别和年龄组划分的在职员工比例十分平均。 选择不同的年龄组，了解按年龄划分的
性别差异。 每个年龄组中的性别划分是否都很平均？

我们来看一看“编辑视图”中的报表。 选择左上角的编辑报编辑报表表。

更改饼图以显示离职数据而不是在职数据。

1. 选择按年按年龄组龄组划分的在划分的在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饼图。

2. 在“字段字段”中，选择“员员工工”旁边的箭头，展开“员工”表。 取消选中“在在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旁边的复选框，删除相应的字
段。

3. 选择“员工”表中离离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旁边的复选框，以将其完全添加到值值框。

4. 回到报表画布上，选择按离按离职职原因划分的离原因划分的离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条形图中的主主动动离离职职栏。 将在该报表的其他可视区
突出显示主动离开的那些员工。

5. 单击“按年龄组划分的离职员工计数”饼图的 50+ 扇区。

查看右下角的“按原因划分的离职员工”线形图。 此图经过筛选以显示主动离职的员工。



差员工

看出 50+ 年龄组中的趋势了吗？ 在该年的后半年，越来越多超过 50 岁的员工选择主动离职。 此部分需要
提供更多数据进行进一步探索。

6. 你也可以遵循按性按性别别划分的在划分的在职员职员工工计计数数饼图中的相同步骤，将其更改为离职员工而不是在职员工。 查看
按性别划分的主动离职员工数据，看看你是否能找出更多信息。

7.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 Power BI 以返回到仪表板。 你可以选择是否保存对报表所做的更改。

要探究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差员工。 差员工定义为上班不超过 60 天就走人的员工。 我们在不断招人。 我们招聘到好
的候选员工了吗？

1. 选择差差员员工占按年工占按年龄组龄组划分的在划分的在职员职员工比例工比例仪表板磁贴。 将打开报表的第 3 页：“差员工”。

2. 选中左侧“地区”扇区中的“西北西北”复选框，并选择“按性别划分的错雇员工计数”环形图中的“男性男性”扇区。 查



在“问答”框中提问

看“差员工”页上的其他图表。 男性差员工比女性要多并且 A 组中有很多差员工。 

3. 查看按性按性别别划分的差划分的差员员工工环形图并单击区域区域扇区，我们注意到，只有“东部”区域的女性差员工比男性多。

4. 从顶部导航栏选择仪表板的名称以返回到该仪表板。

你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在问答问题框中提问。 “问答”可以识别你键入的词语并指出可以在数据集的哪个位置找到答
案。

1. 单击“问答”问题框。 请注意，在开始键入之前，问答框中提供了以下建议：

2.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建议或类型：“显示区域为东部的去年同期的年龄组、性别和差员工”。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请注意，大多数女性差员工年龄都在 30 岁以下。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获取

本示例的新副本。

本教程讨论了 Power BI 仪表板、问答和报表如何能够帮助深入了解人力资源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
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的机会分析示例：教程
2018/7/17 • • Edit Online

“机会分析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机会分析示例”包含采用以下 2 种销售渠道的软件公司的仪表板（和关联报表）：直接销售和合作伙伴销售。 销售经
理创建此仪表板以按照区域、成交额和渠道来跟踪商机和收入。

销售管理系统依赖于两个收入度量值：

收入收入  – 这是销售人员对他认为的未来收入的估计值。

系数收入系数收入  – 该收入按“收入 X 概率百分比”计算，普遍认为这是对实际销售收入更为准确的预测指标。 概率
由交易的当前销销售售阶阶段段所决定。

潜在客户 – 10%
授予资格 – 20%
解决方案 – 40%
提议 – 60%
达成 – 80%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opportunity-analysis.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opportunity-analysis#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1/5/915ABCFA-7125-4D85-A7BD-05645BD95BD8/Opportunity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2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仪表板告诉我们什么？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依次选择“机会分析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机会分析示例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
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我们的销售经理已创建了一个仪表板，用于跟踪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这些指标。 当她看到感兴趣的内容时，她可以
选择磁贴以进一步研究该数据。

1. 公司收入为 20 亿美元，系数收入为 46100 万美元。
2. 机会计数和收入遵循熟悉的漏斗模式，总计在每个后一阶段递减。
3. 大多数机会都在东部区域。
4. 大型机会比中小型机会获得的收入更多。
5. 合作伙伴大型交易能产生更多收入：平均 800 万美元对比直接销售的 600 万美元。

由于无论交易被划分为大型、中型还是小型，达成交易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因此公司应深入挖掘数据，以更多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1/5/915ABCFA-7125-4D85-A7BD-05645BD95BD8/Opportunity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2


浏览报表中的各页

报报表的第表的第  1  1 页标题为页标题为““机会机会计计数概述数概述””。。

报报表的第表的第  2  2 页标题为页标题为““收入概述收入概述””。。

地了解大型机会。

选择合作伙伴合作伙伴驱动驱动的机会的机会计计数和数和销销售售阶阶段段磁贴以打开报表的第 1 页。

就机会计数而言，东部是我们最大的区域。

在饼图上，每次选择一个区域以筛选页面。 对于每个区域，合作伙伴都在寻找显著更多的大型机会。
“合作伙伴驱动的机会计数和机会大小”柱形图清楚表明，大部分大型机会都是合作伙伴驱动的，而大部分中小型
机会则不是。

选择左下方条形图中的每个销售阶段，查看区域计数中的差异。请注意，就计数而言，虽然东部是我们最大的区

域，但“解决方案”、“提议”和“达成”阶段这所有 3 个区域的计数也不相上下。 这意味着我们在中部和西部的成交
百分比更高。

此页使用收入方面而非计数来研究相似数据。



报报表第表第  3  3 页标题为页标题为““区域区域阶阶段段计计数数””。。

报报表的第表的第  4  4 页标题为页标题为““即将到来的机会即将到来的机会””。。

东部是我们最大的区域，这不仅体现在机会计数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收入方面。

按合作伙伴驱动筛选（选择图例右上方的是是）显示的收入是 15 亿美元和 29400 万美元。 将此与非合作伙伴驱动
的 6440 亿美元和 16600 万美元收入进行对比。
如果机会是合作伙伴驱动的，那么针对大客户的平均收入（800 万）比非合作伙伴驱动的收入（600 万）更高。
对于合作伙伴驱动的业务，大型机会的平均收入几乎是中型机会（400 万）的两倍。
但合作伙伴驱动的和非合作伙伴驱动的小型和中型这两种业务的平均收入却大致相当。

很明显，合作伙伴在销售给顾客这方面表现得更好。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漏斗图中通过合作伙伴的交易更多了。

此页研究相似数据，但是是按区域和阶段细分说明的。

按东部筛选（选择饼图中的东东部部）显示的是，东部机会在合作伙伴驱动和非合作伙伴驱动之间几乎相等。

大型机会在中部区域最常见，小型机会在东部区域最常见，而中型机会在西部区域最常见。

同样，我们也会采用相似的数据，但这一次是从日期/时间的角度来研究。

我们的 CFO 使用此页来管理工作负荷。 通过查看按销售阶段和月份划分的收入机会，她可以进行适当规划。

“达成”阶段的平均收入最高。 达成这些交易是第一优先。
按月份筛选（通过选择左扇区中的月份名称）显示的是，在“达成”阶段，1 月的大型交易比例较高，系数收入为
7500 万美元。 另一方面，在“解决方案”和“提议”阶段，2 月大部分都是中型交易。
一般来说，系数收入额会基于销售阶段、机会数和交易大小而波动。 针对这些方面添加筛选器（使用右侧的筛选
器窗格），进一步研究这些数据。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

获取本示例的新副本。

本教程讨论了 Power BI 仪表板、问答和报表如何能够帮助深入了解机会跟踪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
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下载示例



Power BI 的采购分析示例：教程
2018/7/11 • • Edit Online

“采购分析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此行业示例仪表板与基础报表按类别和位置来分析一家制造公司对供应商的花费。 本示例探讨以下几方面：

首选供应商有哪些

我们在哪些类别上的支出最多

哪些供应商给我们最高折扣以及在何时给我们最高折扣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procurement.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procurement#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5/3/D5390069-F723-413B-8D27-5888500516EB/Procurement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4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支出趋势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依次选择“采购分析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采购分析示例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
要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我们先来看按类别和位置划分的支出趋势。

1. 在工作区中，打开“仪表板”选项卡并选择“采购分析”仪表板。

2. 选择仪表板磁贴按国家按国家/地区划分的地区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 它会打开“采购分析示例”报表的“支出概况”页面。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5/3/D5390069-F723-413B-8D27-5888500516EB/Procurement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4


墨西哥的支出

请注意下列事项：

在按月份和按月份和类别类别划分的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折线图中：直接直接类别的支出相当一致，物流物流的支出高峰为十二月，而其他其他支

出在二月有所激增。

在按国家按国家/地区划分的地区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地图中：我们大部分的支出都是在美国。

在按子按子类别类别划分的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柱形图中：硬件硬件和间间接接货货物与服物与服务务是最大的支出类别。

在“按层划分的发票总计”条形图中：我们大多数的业务都是与第 1 层（前 10 大）供应商合作完成的。 这有助于
更妥善地管理供应商关系。

让我们来浏览墨西哥的支出部分。

1. 在饼图中，选择地图中的墨西哥墨西哥气泡。 请注意，在“按子类别划分的发票总计”柱形图中，大部分项目都
在间间接接货货物与服物与服务务子类别中。

2. 向下钻取到间间接接货货物与服物与服务务列：

选择图表右上角的向向下钻取箭头 。

选择间间接接货货物与服物与服务务列。



评估不同的城市

供应商折扣

到目前为止，此类别最大的支出是销售与市场营销。

在地图上再次选择墨西哥墨西哥。

在墨西哥，此类别最大的支出是维护与修复。

3. 选择图表左上角的向上箭头，以重新向上钻取。

4. 再次选择该箭头，即可关闭向下钻取。

5.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Power BI”以返回到工作区。

我们可以使用突出显示来评估不同的城市。

1. 选择仪表板磁贴按月份划分的按月份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与折扣百分比与折扣百分比。 报表会打开“折扣分析”页面。

2. 在按城市划分的按城市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树状图中选择不同的城市，以查看城市的比较结果。 几乎所有迈阿密的发票都
来自第 1 层供应商。



按月份划分的折扣按月份划分的折扣

按城市划分的折扣按城市划分的折扣

接着，我们来探索供应商提供的折扣和我们获得最多折扣的时间段。

具体来说，就是讨论这些问题：

各个月份的折扣是不同还是相同？

部分城市的折扣比其他城市多吗？

查看按月份划分的按月份划分的发发票票总计总计与折扣百分比与折扣百分比组合图时，我们发现二月二月是最繁忙的月份，而九月九月是最不忙的月份。

现在看一下这些月份期间的折扣百分比。 我们发现当销售量增加时，折扣会减少；当销售量较少时，折扣就增加。
在我们越需要折扣时，交易反而越不划算。

另一个要浏览的部分是按城市划分的折扣。 选择树状图中的每个城市，并查看其他图表有哪些变化。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二月发票总计大增，并在四月因为折扣节省而大降。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享有最高折扣率 (11.05%)，而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折扣率最低 (0.08%)。



编辑报编辑报表表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选择左上角的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并在“编辑视图”中浏览。

了解页面的组成部分

以相同的数据为依据添加页面和图表

更改图表的可视化效果类型（例如，将树状图更改为环形图）

将它们固定到仪表板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获

取本示例的新副本。

我们希望本教程已经演示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如何帮助深入了解采购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
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的零售分析示例：教程
2018/7/1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此行业示例仪表板和基础报表分析了跨多个商店和地区销售的商品的零售数据。 指标将本年度的绩效与去年在
以下领域的绩效进行比较：销售、单位、毛利和方差，以及新店铺分析。 这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依次选择“零售分析示例”和“连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retail-analysis.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datasets#get-and-open-a-sample-content-pack-in-power-bi-servic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6/D/96DDC2FF-2568-491D-AAFA-AFDD6F763AE3/Retail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8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启动仪表板并打开报表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零售分析示例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
要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1. 在仪表板上，选择“总商店数”磁贴：

此时，会转到报表中的“商店销售额概述”页面。 你会看到我们总共有 104 家商店，其中 10 家为新店铺。
我们有两个供应链，Fashions Direct 和 Lindseys。 Fashions Direct 商店平均面积要大一些。

2. 在饼图中，选择“Fashions Direc”。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6/D/96DDC2FF-2568-491D-AAFA-AFDD6F763AE3/Retail Analysis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8


请注意气泡图中的结果：

FD-01 地区每平方英尺的平均销售额最高，FD-02 与去年相比销售额方差最低，FD-03 和 FD-04 总体绩
效最差。

3. 选择单个气泡或其他图表以查看交叉突出显示，从而透露你选择的影响。

4. 若要返回到仪表板，请从顶部导航栏（痕迹导航）中选择其名称。

5. 在仪表板上，选择具有“本年度销售额”的磁贴。

这相当于在问题框中键入“本年度销售额”。

你会看到如下屏幕：



查看使用 Power BI 问答创建的磁贴
我们将更具体地进行说明。

1. 将“按地区按地区划分本年度销售额”添加到问题中。 观察结果：它会自动将答案放在条形图中，并建议其他短
语：



深入了解数据

2. 现在，将问题更改为“按按邮编邮编和供和供应链应链划分本年度销售额”。

注意你采用相应图表键入时问题答案有何不同。

3. 浏览更多问题并查看所获得的结果类别。

4. 准备好后，返回到仪表板。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浏览下结果，了解下各地区的绩效。

1. 在仪表板上，选择将本年度销售额与去年作比较的磁贴。



请注意与去年相比最大的方差变化，1 月、4 月和 7 月尤其差。

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缩小问题范围。

2. 选择气泡图，然后选择“020-男性”。

观察到男性类别在 4 月的影响不如整体业务严重，但是 1 月和 7 月仍是问题月。

3. 现在，选择“010-女性气泡”。



尝试切片器

注意，女性类别在所有月份的表现都比整体业务糟糕许多，并且与去年相比，几乎每个月都更糟。

4. 再次选择气泡以清除筛选器。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地区的情况。

1. 在左上角的切片器中选择 Allan Guinot。

注意，Allan 地区在 3 月 和 6 月的表现都超过去年。

2. 现在，虽然仍选择 Allan，请选中女性的气泡。



数据显示本年度的销售增长是怎样的？

注意，对于女性的类别，他所负责的地区始终未达到去年的量。

3. 探索其他地区经理和类别，可以发现其他什么见解？

4. 准备好后 – 返回到仪表板。

我们最不想了解的就是增长 – 今年新开了很多商店。

1. 选择“今年开业的商店”磁贴。

显而易见 – 今年开业的 Fashions Direct 商店比 Lindseys 商店多。

2. 观察“按名称划分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图表：

新商店中每平方英尺的平均销售额有很大差异。

3. 在右下角的图表中单击 Fashions Direct 图例项。 注意，即使针对同一个供应链，最好的商店 (Winchester



连接到数据

后续步骤

Fashions Direct) 表现明显比最差的商店 (Cincinnati 2 Fashions Direct) 要好，分别是 21.22 美元与 12.86
美元。

4. 在切片器中单击 Winchester Fashions Direct，观察折线图。 2 月份报告的第一批销售数字。

5. 在切片器中单击 Cincinnati 2 Fashions Direct，你将会在折线图中看到它于 6 月开业，似乎是表现最不好
的店。

6. 和前面一样，通过单击图表中的其他条、线和气泡来了解情况，看看你能发现什么见解。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取数
据”来获得本示例的新副本。

我们希望本教程已经演示 Power BI 仪表板、问题解答和报表如何能够帮助深入了解零售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下载零售分析示例内容包

下载所有示例文件的 zip 文件
下载此 Power BI 示例的 Excel 工作簿
获取 Power BI 的数据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35020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8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销售与市场营销示例：教程
2018/7/11 • • Edit Online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销销售与市售与市场营销场营销示例示例包含一家名为 VanArsdel Ltd 的虚构制造公司的仪表板和报表。此仪表板由 VanArsdel 首席
市场官 (CMO) 创建，主要关注业界及其公司的市场份额、产品量、销售额和人气。

VanArsdel 有许多竞争对手，但仍是业内的市场领导者。 CMO 想要增加市场份额，探索发展的商机。 但由于某种原
因，VanArsdel 的市场份额在 6 月份已开始大幅滑落。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sales-and-marketing.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sales-and-marketing#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7/6/9767913A-29DB-40CF-8944-9AC2BC940C53/Sales and Marketing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5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仪表板告诉我们什么？

使用使用问问答更深入地答更深入地钻钻研研

哪些哪些细细分市分市场场可可带动销带动销售？售？   它符合行它符合行业趋势吗业趋势吗？？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4. 依次选择“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
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让我们开始浏览仪表板并查看 CMO 选择固定的磁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场份额、销售和人气的相关信息。 接
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按地区、时间和竞争对手细分。

左侧列下方的数字磁贴显示去年行业销售量（5 万）、市场份额 (32.86%)、销售量 (16000)、人气指数 (68)、人气
落差 (4) 以及销售单位总量（100 万）。
最上方的折线图显示我们的市场份额随时间波动的情况。 我们的市场份额在 6 月份大幅下滑。 此外，我们之前
已上升一段时间的 R12M（循环 12 个月）份额则开始停滞。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Aliqui（如中间柱形图磁贴中所示）。
我们大多数的业务都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底部折线图显示我们在 6 月份的下滑不是季节性情况 — 因为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显示相同的趋势。
其中两个“单位总量”磁贴按细分市场和地区/制造商显示销售单位数量。 我们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是生生产产力力和便便
利性利性。

1. 选择“按细分市场划分的整体销售单位总量”磁贴以打开问答。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7/6/9767913A-29DB-40CF-8944-9AC2BC940C53/Sales and Marketing Sample 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85


按按类别类别（与地区）划分的（与地区）划分的销销售售单单位位总总量市量市场场份份额额如何？如何？

2. 在现有查询的末尾键入 for VanArsdel。 问答可解释该问题，并显示一个包含答案的已更新图表。 我们的产
品量来自“便利性”和“适度性”两个类别。

3. 我们在适度性适度性和便利性便利性两个类别的份额非常高；这些是我们具有竞争力的细分市场。

4. 通过选择顶部导航栏（痕迹导航）中的仪表板名称，导航回该仪表板。

1. 请注意“按制造商和地区划分的单位总量 YTD”磁贴。 我想知道按类别划分的销售单位总量市场份额如何？

2. 在仪表板顶部的问题框中，键入问题“按制造商和类别划分的 2014 年单位总量树状图”。 请注意当你键入问
题时，可视化效果更新的方式。 



我我们们的的报报表有表有  4  4 页页
报报表的第表的第  1  1 页页着重于着重于  VanArsdel  VanArsdel 的市的市场场份份额额。。

3. 若要比较其中的发现，可将图表固定到仪表板。 有趣的是，在 2014 年，VanArsdel 只有销售属于都市都市类别的
产品。

4. 导航回仪表板。

仪表板也是报表的入口点。 如果磁贴是根据基础报表创建的，单击该磁贴即可打开报表。

在我们的仪表板中，R12M（循环 12 个月）一行显示我们的市场份额已不再随时间增加，甚至有点衰退。 那么，为什
么市场份额在 6 月会大幅下滑？ 若要进一步调查，请单击此可视化效果来打开基础报表。



报报表第表第  3  3 页页着重于人气。着重于人气。

1. 请看底部的“按月份划分的 VanArsdel 单位总量”柱形图。 黑色的列代表 VanArsdel（我们的产品），绿色代表
我们的竞争对手。 2014 年 6 月 VanArsdel 的下滑情况并未发生在竞争对手身上。

2. 我们将右侧中间的“按细分市场划分的类别总量”条形图筛选为显示 VanArsdel 的前 2 大细分市场。 看一下该
筛选器的创建方式：

a. 展开右侧的“筛选器”窗格。
b. 单击选择可视化效果。
c. 在“视觉级筛选器”下方，已将细细分市分市场场筛选为只包含便利性便利性和适度性适度性。

d. 通过以下方式修改筛选器：选择“细分市场”以展开该部分，然后选中“生产力”以添加该细分市场。

3. 在“按月份划分的 VanArsdel 单位总量”中，选择图例中黑色的“是”，以按 VanArsdel 交叉筛选页面。 请注意，
我们并未在“生产力”细分市场中参与竞争。

4. 再次选择黑色的“是”，以删除筛选器。

5. 查看折线图。 它显示我们的每月市场份额和循环 12 个月的市场份额。 循环 12 个月的数据可缓和每个月的
波动并显示长期趋势。 选择条形图中的“便利性”和“适度性”，以查看每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波动情况。 “适
度性”细分市场显示的市场份额波动比“便利性”细分市场更大。

我们仍需找出市场份额在 6 月份下滑的原因。 让我们检查一下“人气”。

其中两个折线图显示由 Tweets、Facebook、博客、文章等产生的人气状况。 左上方的人气图表显示我们的产品人气



报报表第表第  2  2 页页着重于着重于  YTD  YTD 类别趋势类别趋势

报报表第表第  4  4 页页着重于着重于竞竞争争产产品分析。品分析。

在 2 月以前还算高。 从 2 月开始到 6 月，就开始大幅下滑至低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人气下滑的情况？ 我们需
要查看外部来源。 2 月份，有几篇文章和博客将 VanArsdel 的客户服务评为业内最差。 这种负面媒体报导对客户人
气和销售产生直接关联。 VanArsdel 努力改善客户服务，客户与业界皆有目共睹。 7 月份，正面的人气开始攀升，然
后达到 60 年代以来的高峰。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人气攀升反映在第 1 页和第 3 页的“按月份划分的单位总量”。 或许
这可以说明我们的市场份额在 6 月下滑的部分原因？

人气落差是另一个要浏览的重点：哪些区域有最高的人气落差，管理时该如何利用这项信息，并探索可复制应用于

其他区域的方法。

在此类别的所有公司中，VanArsdel 是最大的公司，而主要竞争对手为 Natura、Aliqui 和 Pirium。 我们非常关注
竞争对手的动态。

Aliqui 业绩开始增加，但相较于我们的产品量仍然很低。
树状图的绿色表示 VanArsdel。 东部客户比较倾向我们的竞争对手，而我们在中部的业绩表现不错，因此我们在
东部的份额最低。

地理位置对销售单位数量也有影响。 东部是大多数制造商的地盘，但 VanArsdel 在中部地区的势力也不小。
在右下方的“按月份和制造商划分的单位总量 YTD 浮动率”图表中，我们的浮动是正向的，这是个好预兆，表示我
们比去年业绩更好，但另一个竞争对手 Aliqui 也是一样。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左下方图表显示 VanArsdel 表现最好的两个细分市场以外的所有类别细分市场。 单击条形图进行类别筛选，有
助于识别 VanArsdel 仍可拓展业绩的潜力区域。 极限极限和生生产产力力细分市场的增长速度比其他细分市场更快。
但我们并未参与这些细分市场的竞争。 如果我们想要切入这些区域，可以使用我们的数据来查看哪些地区有哪
些细分市场比较热门。 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查问题，例如哪个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以及在该细分市场中谁会是我们
的最大竞争对手。

还记得我们在 6 月份的市场份额下滑吗？ 6 月是“生产力”细分市场的旺季，这是我们完全未参与竞争的细分市
场。 这也有助于说明我们在 6 月份市场份额下滑的原因。

通过按 VanArsdel、细分市场、月份和地区筛选可视化效果，我们可以发现 VanArsdel 的发展商机。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

获取本示例的新副本。

我们希望本教程已经演示 Power BI 仪表板、问答和报表如何帮助深入了解销售与市场营销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接到你自己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的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教程
2018/8/8 • • Edit Online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简要概述

先决条件

获获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取内容包形式的此示例

此行业示例仪表板与基础报表着重于传统供应链的其中一项挑战 - 供应商质量分析。 有两个主要度量值在此分析
中发挥作用：瑕疵品总数和瑕疵品所造成的停工时间总计。 此示例有两个主要目标：

确定质量最好和最差的供应商

确定可以更好地发现和避免缺陷的工厂，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故障时间

此示例是一系列教程的一部分，该系列教程阐明如何将 Power BI 与面向业务的数据、报表及仪表板搭配使用。 这
些来自 obviEnce (www.obvience.com) 的真实数据都已进行匿名处理。

必须先将示例下载为内容包、.pbix 文件或 Excel 工作簿，然后才能使用它。

1. 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2. 在左下角，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3. 在显示的“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示例”图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supplier-quality.md
http://www.obvienc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ample-supplier-quality#get-the-content-pack-for-this-sampl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8/C/6/8C661638-C102-4C04-992E-9EA56A5D319B/Supplier-Quality-Analysis-Sample-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9


获获取取  .pbix  .pbix 文件形式的此示例文件形式的此示例

获获取取  Excel  Excel 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工作簿形式的此示例

用料瑕疵所造成的停工时间

4. 依次选择“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和“连接”。

5.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新的内容会以黄色星号标记。

也可以将此示例下载为 .pbix 文件，这是专为 Power BI Desktop 量身定制的文件格式。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 PBIX

还可以针对此示例仅下载该数据集（Excel 工作簿）。 该工作簿包含你可以查看和修改的 Power View 工作表。 若要
查看原始数据，请选择“Power Pivot”>“管理”。

让我们来分析用料瑕疵所造成的停工时间，并查看应由哪些供应商负责。

1. 在仪表板中，选择瑕疵品瑕疵品总总数数数字磁贴或停工停工时间总时间总分分钟钟数数数字磁贴。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报表会打开“停工时间分析”页面。 请注意，我们一共有 3300 万个瑕疵品，而这些瑕
疵品所造成的停工时间总计为 77000 分钟。 虽然有些用料的瑕疵品较少，但它们会导致严重延误，从而导
致停工时间更长。 让我们在报表页面上浏览这些项目。

2. 查看按用料按用料类类型划分的瑕疵品和停工型划分的瑕疵品和停工时间时间(分分钟钟) 组合图中的停工停工时间总时间总分分钟钟数数一行，我们发现起皱的用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8/C/6/8C661638-C102-4C04-992E-9EA56A5D319B/Supplier-Quality-Analysis-Sample-PBIX.pbi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9779


哪些供哪些供应应商最差？商最差？

料会导致最多的停工时间。

3. 选择相同组合图中的起起皱皱列，查看哪些工厂受此瑕疵的影响最大，以及哪些供应商应负责。

4. 选择地图中的个别工厂，查看哪家供应商或哪种用料该为这家工厂的停工时间负责。

我们想要找出最差的八家供应商，并决定他们的停工时间百分比责任归属。 为此，我们可以将按供按供应应商划分的停商划分的停

工工时间时间(分分钟钟) 分区图更改为树状图。

1. 在报表的第 3 页“停工时间分析”中，选择左上角的编辑报编辑报表表。

2. 选择按供按供应应商划分的停工商划分的停工时间时间(分分钟钟) 分区图，并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树状图”。

树状图会自动将供供应应商商字段作为组组。

从此树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八个供应商是树状图左侧的八个区块。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应为约 50% 的
停工时间总分钟数承担责任。

3.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返回到仪表板。



工厂比工厂比较较

现在让我们来探索哪些工厂在管理瑕疵用料方面表现较佳，从而缩短了停工时间。

1. 选择按工厂和瑕疵按工厂和瑕疵类类型划分的型划分的总总瑕疵瑕疵报报表表地图图块。

报表会打开“供应商质量”页面。

2. 在地图图例中，选择影响影响圆圈。

请注意，气泡图中的物流物流是最糟糕的类别 — 它在瑕疵品总量、总瑕疵报表和停工时间总分钟数上都居最高
位置。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此类别。

3. 在气泡图中选择“物流”气泡，并观察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和内伯威尔市的工厂。 内伯威尔市似乎在管
理瑕疵供货方面做得更好，因为它的退货量较高，影响量也较小，而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影响量就较大。

4.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返回到活动工作区。



哪种类型的用料管理最佳？

按年份比按年份比较较瑕疵品与停工瑕疵品与停工时间时间的关系的关系

管理最佳的用料类型是指无论瑕疵品数量如何，都具有最低的停工时间或不造成任何影响的类型。

在仪表板中，查看按用料按用料类类型和瑕疵型和瑕疵类类型划分的瑕疵品型划分的瑕疵品总总数数磁贴。

请注意原料原料的瑕疵品总数很多，但大多数瑕疵品都会被退货或不造成任何影响。

由此确认，尽管瑕疵品数量高，原料仍不会造成大量的停工时间。

在仪表板中，查看按用料按用料类类型划分的瑕疵品型划分的瑕疵品总总数和停工数和停工时间总时间总分分钟钟数数磁贴。

很显然，原料受到妥善管理：它们的瑕疵品虽然更多，但停工时间总分钟数较低。

1. 选择“按工厂和瑕疵类型划分的总瑕疵报表”地图图块，将报表打开至第一个报表页面“供应商质量”。

2. 请注意，2014 年的瑕疵品数量瑕疵品数量比 2013 年高。



3. 瑕疵品多代表停工时间一定也更多吗？ 我们可以在“问答”框中提问以找出答案。

4.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返回到仪表板。

5. 既然我们知道“原料”具有最高数量的瑕疵品，可在问题框中键入“显示用料类型、年份和瑕疵品总数”。

2014 年的原料瑕疵品数量比 2013 年高很多。

6. 现在，将问题改为“显示用料类型、年份和停工时间总分钟数”。



按月份比按月份比较较瑕疵品与停工瑕疵品与停工时间时间的关系的关系

虽然 2014 年的原料瑕疵品更多，但 2013 年和 2014 年的原料停工时间差不多。

因此，即使 2014 年原料瑕疵品较多，也不会导致 2014 年的原料停工时间更长。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与瑕疵品总数相关的仪表板磁贴。

1. 选择问题框上方左上角的返回箭头 ，返回仪表板。

进一步查看按月份和年份划分的瑕疵品按月份和年份划分的瑕疵品总总数数磁贴，可发现 2014 年上半年的瑕疵品数与 2013 年非常接
近，但 2014 年下半年的瑕疵品数大幅激增。

我们来看看瑕疵品数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停工时间分钟数也跟着增加。

2. 在问题框中键入“按月份和年份划分的停工时间总分钟数折线图”。



后续步骤：连接到你的数据

在 6 月和 10 月间，我们发现停工时间分钟数大增，但除此之外，瑕疵品数并没有明显导致更长的停工时间。
这意味着我们管理瑕疵品的成效很好。

3. 若要将此图表固定到仪表板，请选择问题框右侧的固定图标 。

4. 若要浏览离群值月份，可提出问题（例如“工厂 10 月份的停工时间总分钟数”），按用料类型、工厂位置、类别
等查看 10 月的停工时间分钟数。

5. 选择问题框上方左上角的返回箭头 ，返回仪表板。

这是一个安全的试验环境。 你可以始终选择不保存所做的更改。 但是，如果保存更改，则可以始终转到获获取数取数
据据来获取本示例的新副本。

我们希望本教程已经演示 Power BI 仪表板、问答和报表如何帮助深入了解供应商质量数据。 现在轮到你了 — 连
接到你自己的数据。 借助 Power BI，你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了解 Power BI 入门的详细信息。



下载 Power BI 的财务示例工作簿
2018/7/11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需要一些数据来尝试使用 Power BI 服务？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 Excel 工作簿，其中包含可供下载的示例财务数据。
下面介绍如何进行下载：

财务示例 Excel 工作簿：直接下载该示例。

此工作簿中有一个按市场和国家/地区划分的销售和盈利数据表格。

获取数据

如何导入 Excel 数据

你可以尝试在 Power BI 中使用的其他数据 - 示例数据集和内容包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ample-financial-downloa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最新 Power BI Desktop 更新中有哪些新增功能？
2018/8/20 • • Edit Online

2018 年 8 月更新 (2.61.5192.321)

建模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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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8 月版更新包含自身具有的独特功能，并且紧跟 7 月大版本的步伐。 希望你觉得这些更新就像晴朗天气下的海滩，
令人愉悦，来试一试吧，你会发现这些更新恰到好处。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如果运行的是 Windows 10，还可以从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
Power BI Desktop。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安装 Power BI Desktop，每月版本都相同。 请参阅本文，了解详细信息。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下面介绍了本月新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度量值的数据类别 [视频] [文章] [博客]
统计 DAX 函数 [视频] [博客]

导出到 PDF，并打印报表 [视频] [文章] [博客]
创建书签组 [视频] [文章] [博客]
主题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切片器重述 [视频] [博客]

按值的条件格式设置 [视频] [文章] [博客]
Python 集成 [视频] [博客]
问答改进 [视频] [博客]

五个新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Spark 连接器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latest-updat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5m2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dataCategory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8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dax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print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4m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bookmarks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7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Theming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22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slicer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7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1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python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3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Q&A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19m4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dgv5HhHxxe8?t=31m4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spark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gv5HhHxxe8

NOTENOTE

更多视频

前几个月的更新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想通过视频和其他有趣的内容了解 Power BI？ 请查看以下视频源和内容集合。

Power BI 频道 - YouTube 上的 Power BI
Guy in a Cube 频道 - 有关 Power BI 特性和功能的最新视频
Power BI 的引导学习 - 按顺序学习 Power BI（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查找前几个月的更新？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每月更新存档文章找到它们。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gv5HhHxxe8
https://www.youtube.com/user/mspowerbi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1vaKzpfvoGai0vE5VJ0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uided-learning/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
2018/8/6 • • Edit Online

启用复合模型预览功能

在以前的 Power BI Desktop 中，当在报表中使用 DirectQuery 时，该报表不允许其他数据连接，无论是
DirectQuery 还是导入都是如此。 有了复合模型后，便删除了该限制，并且一个报表可以在所选择的任何组合中无
缝地包含来自多个 DirectQuery 或导入数据连接的数据连接。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功能包括三个相关功能：

复合模型 - 允许报表在任何组合中有多个数据连接，包括 DirectQuery 连接或导入。
多对多关系 - 通过复合模型，可以在表之间建立多对多关系，进而删除表中的唯一值要求，并删除之前的解决办
法，例如，引入新表只是为了建立关系。

存储模式 - 现在，你可以指定哪些视觉对象需要对后端数据源进行查询，而那些不需要进行此查询的视觉对象
则导入（即使是基于 DirectQuery），进而提升性能并减少后端负载。 在此之前，即使是像切片器这样的简单视觉
对象，也会启动发送至后端源的查询。

此复合模型的三个相关功能集合分别在不同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本文详细介绍了复合模型。

多对多关系在其专属文章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中介绍。
存储模式在其专属文章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中介绍。

复合模型为预览功能，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复合模型，请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
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复合模型”复选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mposite-models.md


使用复合模型

需要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才能启用该功能。

有了复合模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时，可以连接各种类型的数据源，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
式连接这些数据。 可以将数据导入 Power BI，这是获取数据最常见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DirectQuery 在其原始源
存储库中直接连接数据。 欲了解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一文。

使用 DirectQuery 时，借助复合模型，便可以创建 Power BI 模型（如单个.pbix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它可以执
行以下操作：

合并来自一个或多个 DirectQuery 源的数据，和/或
合并来自 DirectQuery 源的数据和导入数据

例如，借助复合模型，便可以生成一个模型，将企业数据仓库中的销售数据与部门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中的销售
目标数据及一些从电子表格中导入的数据合并。 将来自多个 DirectQuery 源的数据合并，或将 DirectQuery 与导
入的数据相结合的模型称为“复合模型”。



NOTENOTE

使用复合模型示例

虽然复合模型处于预览阶段，但不可能将复合模型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

你可以像往常一样创建表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些表来自不同的源，且包含以下限制：跨源的任何关系必须定义为具

有一个基数的多对多，不管其实际基数是多少。 此类关系的行为便与多对多关系的行为一样正常，如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中所述。 请注意，在复合模型的上下文中，不管导入的表实际是从哪个实际基础数
据源导入，所有导入的表实际上都是一个单一源。

作为复合模型的一个示例，请考虑一个已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企业数据仓库（在 SQL Server 中）的报表，其中
数据仓库包含“Sales by Country”、“Quarter”和“Bike (Product)”数据，如下图所示。

此时，可以使用来自此源的字段构建简单的视觉对象。 例如，下面的视觉对象显示按“ProductName”排布的所选季
度的销售总额。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关于已分配到每个产品的产品经理的信息，并了解到市场营销优先级，那么是在 Excel 电子表
格中的哪个位置对这些数据进行维护呢？ 你可能想要看到按“Product Manager”排布的“Sales Amount”，但将此本
地数据添加到企业数据仓库可能不可行，或者理想情况下，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尽管可能可以从数据仓库（而不是
使用 DirectQuery）中导入此销售数据，届时可以将该数据与从电子表格导入的数据合并，但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其原因包括在基础源中强制实施的一些安全规则组合、需要能够看到最新数据，以及数据的庞大规模，进而导致首

先使用 DirectQuery。



因此需要用到复合模型。 复合模型允许你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数据仓库，然后还可以使用 GetData 获取其他
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到企业数据仓库的 DirectQuery 连接，然后使用 GetData 并选择 Excel，导航到包含
我们本地数据的电子表格，并且可以导入包含“ProductNames”、已分配的“SalesManager”和“Priority”的工作表。

现在，在“字段”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Bike”表（来自 SQL Server）和新的“Product Managers”表（使用从 Excel
导入的数据）。



同样，看一下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视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更多名为“Product Managers”的表。

现在，我们需要像往常那样将这些表关联到其他模型中的表，方法是在“Bike”表（在 SQL Server 中）和“Product
Managers”表（即导入的表）之间创建关系，例如在 Bike[ProductName] 和 ProductManagers[ProductName] 之间



创建关系。 如本文前面部分所述，通过源的所有关系必须具有基数多对多，这种情况下，这就是处于选中状态的默
认基数。

创建此关系后，关系会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显示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关系视图”中。

建立这些表关系后，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字段”列表中的任何字段创建视觉对象，无缝组合来自多个源的数据。 例
如，下面的视觉对象显示每个“Product Manager”的“Sales Amount”总计。



此示例演示一个常见的维度表示例（如“Product”或“Customer”），该表通过从其他位置导入的一些额外数据进行扩
展，也可以让表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不同源。 因此若要扩展我们的示例，假定每
个“Country”和“Period”的“SalesTargets”都存储在一个单独的部门数据库中。 可以像往常那样使用 GetData 连接到
该数据，如下图所示。



然后，类似于我们之前在此示例中所操作的，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在新表和其他表之间创建关系，并创建合并其数据

的视觉对象。 让我们再次看看“关系视图”，我们已在扩展示例方案中建立新关系。

如下图所示，它基于我们刚刚创建的新数据和关系，左下角的视觉对象显示“Sales Amount”总计和“Target”，包含
显示差异的方差计算，其中“Sales Amount”和“Target”来自两个不同的 SQL Server 数据库。



设置存储模式

复合模型复合模型中的每个表都有一个存存储储模式模式，指示表是基于 DirectQuery 还是导入。 可以在“属性”窗格中查看和修改
存储模式。 要进行此操作，请从“字段”列表选择“属性”，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 下图显示存储模式（由于窗格宽度，
图中缩写为“存储...”）。

也可以在每个表的工具提示上查看存储模式。



计算表

安全隐患

对于任何 Power BI Desktop 文件（.pbix 文件），其中包含一些来自 DirectQuery 的表和一些导入表，状态栏显示“混
合”存储模式。 可以在状态栏中单击该术语，并轻松切换所有表以导入。

有关存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一文中的完整介绍。

计算表可以添加到使用 DirectQuery 的模型，定义计算表的 DAX 可以引用导入表或 DirectQuery 表或将两者结合
引用。

计算表始终导入，刷新表时，也将刷新这些表中的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算表引用 DirectQuery 表，引用
DirectQuery 表的视觉对象始终在基础源中显示最新值，但引用计算表的视觉对象显示计算表最后一次刷新时的
值。

复合模型有一些安全隐患。 发送到一个数据源的查询可以包括已从另一个不同源检索的数据值。 对于本文前面部
分所述的示例，显示按“Product Manager”排布的“Sales Amount”的视觉对象会导致 SQL 查询发送到“Sales”关系
数据库，其中此 SQL 查询可能包含“Product Managers”的名称及其关联“Products”。

因此，存储在电子表格中的信息现包含在发送到关系数据库的查询中。 如果为机密信息，则应考虑此安全隐患。 具
体而言，应考虑以下隐患：

任何能够看到跟踪或审计日志的数据库管理员都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即使他们不具备对原始源中数据的权

限（在本例中是对 Excel 文件的权限）。

应考虑每个源的加密设置，以避免使用加密连接从一个源检索信息，而然后无意中将它包含在一个使用未加

密连接发送到另一个源的查询中。



性能影响

限制和注意事项

采取措施创建复合模型时，Power BI Desktop 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以便确认已考虑任何安全隐患。

出于类似原因，打开从不受信任的源发送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时必须小心谨慎。 如果该文件包含复合模型，
则意味着从一个源中检索的信息（使用用户凭据打开文件）将发送到另一个数据源作为查询的一部分（Power BI
Desktop 文件的恶意作者可能会看到它）。 因此，当第一次打开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如果它包含多个源，将显
示警告。 此警告类似于打开包含本机 SQL 查询的文件时显示的警告。

使用 DirectQuery 时应始终考虑性能，主要是为了确保后端源具有足够的资源来为用户提供良好体验。 良好的体
验意味着视觉对象应在 5 秒或更短时间内刷新一次。 还应遵守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一文中的性能建
议。 使用复合模型会增加额外的性能注意事项，因为单个视觉对象可能会导致将查询发送到多个源，通常将结果从
一个查询传递到另一个源。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以下可能的执行形式：

包含大量文本值的 SQL 查询 - 例如，请求一组选定的“Product Managers”（来自从电子表格导入的相关表）
的“Sales Amount”总计（来自 SQL 数据库）的视觉对象首先需要找出哪些产品由那些产品经理管理，然后再
发送 WHERE 子句中包含的所有产品 ID 的 SQL 查询。

在较低级别粒度上查询的 SQL 查询，然后本地聚合数据 - 使用此列表中与上一项目符号项相同的示例，因
为满足“Product Manager”上的筛选器的“Products”数量变得非常大，在某些时候变得无效或不可行，而无法
将它们都包含在 WHERE 子句中。 相反，有必要在“Product”的较低级别查询关系源，然后在本地聚合结果。
如果“Products”基数超过 100 万限制，则查询失败。

多个 SQL 查询，按值一个组一个 - 当聚合使用 DistinctCount（按来自另一个源的某个列分组），如果外部源
不支持有效传递定义分组的多个文本值，则需要按值每组发送一个 SQL 查询。 例如，请求按“Product
Manager”（来自电子表格导入的相关表）排布的不同数量的 CustomerAccountNumber（来自 SQL Server
表）的视觉对象，需要在发送到 SQL Server 的查询中传递来自“Product Managers”表的详细信息。 在其他
源上（例如 Redshift），这是不可行的，而是会针对每个销售经理发送一个 SQL 查询（直到某个实际的限制，
这时查询就会失败）。

每一种情况对性能都有其相应的影响，每个数据源的具体细节都有所不同。 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虽然在连接两
个源的关系中使用的列的基数仍然很低（几千），但性能不应受到很大影响。 随着基数的增长，需要更多地考虑对结
果性能的影响。

此外，使用多对多关系意味着必须将单独查询发送到每个总计/小计级别的基础源，而不是在本地聚合详细值。 因
此，一个带总计的简单表视觉对象将发送两个 SQL 查询，而不是一个。

此版本的复合模型有一些限制。

以下多维源不能用于复合模型：

SAP HANA
SAP Business Warehouse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BI 数据集

当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这些多维数据源时，不能同时连接到另一个 DirectQuery 源，也不能与导入的数据相结
合。

在使用复合模型时，使用 DirectQuery 的现有限制仍然适用。 现在每个表都有许多这些限制，这取决于表的存储模
式。 例如，导入表上的计算列可以引用其他表，但是 DirectQuery 表上的计算列仍限制为只能引用同一表上的列。
如果模型中的任何一个表都是 DirectQuery，则其他限制适用于整个模型。 例如，如果模型中有任何表具有
DirectQuery 的存储模式，则 QuickInsights 和问答功能在该模型上不可用。



后续步骤

以下文章提供了更多有关复合模型的信息，并详细介绍了 DirectQuery。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

DirectQuery 文章：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Power BI 中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2018/8/2 • • Edit Online

启用多对多关系预览功能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的多对多关系功能，可以使用一个基数的多对多来联接表，并以更简单和直观的方式创
建包含多个数据源的数据模型。 多对多关系功能是 Power BI Desktop 较大复合模型功能中的一部分。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功能是以下三个相关功能集合的一部分：

复合模型 - 允许报表在任何组合中有多个数据连接，包括 DirectQuery 连接或导入。
多对多关系 - 通过复合模型，可以在表之间建立多对多关系，进而删除表中的唯一值要求，并删除之前的解决
办法，例如，引入新表只是为了建立关系。

存储模式 - 现在，你可以指定哪些视觉对象需要对后端数据源进行查询，而那些不需要进行此查询的视觉对象
则导入（即使是基于 DirectQuery），进而提升性能并减少后端负载。 在此之前，即使是像切片器这样的简单视
觉对象，也会启动发送至后端源的查询。

此复合模型的三个相关功能集合分别在不同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复合模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一文中详细介绍。
本文介绍了多对多关系。

存储模式在其专属文章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中介绍。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many-to-many-relationships.md


多对多关系可以解决的问题

使用多对多关系

多对多关系功能是复合模型功能的一部分且处于预览阶段，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复合模
型，请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复合模型”复选框。

需要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才能启用该功能。

在多对多关系可用之前，当在 Power BI 的两个表之间定义关系时，关系中所涉及的列至少有一个必须包含唯一
值。 但在许多情况下，表中没有列包含唯一值。

例如，两个表可能有一个列，其中包含“Country”，但“Country”的值在这两个表中都不是唯一的。 要在此类表之
间进行联接，需要创建一种解决方法，例如在模型中引入其他表，其中包含所需的惟一值。 多对多关系功能提供
了一种替代方法，使此类表可以直接使用与一个基数的多对多之间的关系进行联接。

在 Power BI 中定义两个表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定义关系的基数。 例如，ProductSales 和 Product（使用列



ProductSales[ProductCode] 和 Product[ProductCode]）之间的关系将定义为“多对 1”，因为每个产品有多个销
售，且“Product”表 (ProductCode) 中的列是唯一的。 当将关系基数定义为“多对 1”、“1 对多”，或“1 对
1”时，Power BI 将执行验证，以确保所选基数与实际数据匹配。

例如，查看下图中的简单模式。

然后假设“Product”表只包含两行。

此外，假设“Sales”表只有四行，其中包括产品 C 的“Sales”，此行不存在于“Product”表中（因为出现了引用完整性
错误）。

显示“ProductName”和“Price”（来自“Product”表）及每个产品“Qty”总计（来自“ProductSales”表）的视觉对象将如
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视觉对象中有一行带空白 ProductName，该行与产品 C 的销售相关联。此空白行说明以下问题：

“ProductSales”表中的任意行在“Product”表中均没有对应的行 - 存在一个引用完整性问题，正如本例中的
产品 C 所示。

“ProductSales”表中任意行的外键列为 Null。

出于上述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空白行说明销售中的 ProductName 和 Price 均未知。

而有时是，表通过两个列连接起来，但这两列都不是惟一的。 例如下面的两个表：



之前的解决方法

“Sales”表包含按“State”排布的销售数据，其中每个行包含该州（包括 CA、WA 和 TX）相应销售类型的销售
额

“CityData”表包含有关城市的数据，包括人口和州（包括 CA、WA 和 New York）

尽管两个表中均有一个“State”列，并且希望报告按“State”排布的“Sales”总计以及每个“State”的总人口，这都是合
理的，但存在一个问题：“State”列在这两个表中都不是唯一的。

在 2018 年 7 月之前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中，无法直接在这些表之间创建关系。 此问题的常见解决方法是
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仅包含唯一 State id 的第三个表。 这可能是计算表（使用 DAX 定义），或者是使用查询编辑器中定义
的查询定义的表，其中可能包含来自其中一个表的唯一 ID，或者是一个联结的完整集。

使用常见的*多对 1 关系，将这两个原始表关联到此新表。

该解决方法表可能保持可见或被隐藏，以此它不会出现在字段列表中。 在后一种情况下，多对 1 关系通常会设置
为双向筛选，以便可以使用任一表中的“State”字段，同时后续交叉筛选传播到另一个表。 此解决方法如下图中的
关系视图所示。



使用多对多关系而不是该解决方法

显示“State”（来自“CityData”表）以及“Population”总计和“Sales”总计的视觉对象将如下所示。

请注意，鉴于在此解决方法中使用了“CityData”中的州，只会列出该表中的“State”（因此 TX 将排除在外）。 此外，
与多对 1 关系情况不同，虽然总计行包含所有“Sales”（包括 TX 的“Sales”），详细信息并不包括涉及此类不匹配行
的空白行。 同样，没有空白行会涵盖任何“Sales”，其中的“State”有一个 null 值。

如果“City” 也添加到该视觉对象，则当每个“City”的人口已知，为“City”显示的“Sales”只会重复相
应“State”的“Sales”（当在一个与某个聚合度量没有关联的列上分组时，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如果在此解决方法中新表“Sales”定义为所有“States”的联合，并使其在字段列表中可见，则显示“State”（在新表
上）以及“Population”总计和“Sales”总计的相同视觉对象将如下所示。

在此情况下，以及如视觉对象中所示的那样，TX（具有“Sales”但人口未知）和 New York（人口已知但无“Sales”）将
包括在内。

正如你所看到的，此解决方法并不是最理想的，且存在很多问题。 可以通过创建多对多关系解决这些问题，如以
下部分所述。

从 2018 年 7 月开始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中，可以直接关联前面部分所述的表，而无需采用此类解决方法。
现可将关系基数设置为“多对多”，指示两个表均不包含唯一值。 对于这种关系，仍可以控制哪个表筛选另一个



NOTENOTE

表，或进行双向筛选，其中两个表进行相互筛选。

创建多对多关系的功能处于预览阶段，虽然为预览状态，但不能使用多对多关系将模型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当确定两个表在关系中均不包含列的唯一值，默认基数为多对多。 此类情况下将显示一
条警告消息，以确认该关系设置为预期行为，而不是由数据问题导致的非预期效应。

例如，直接在“CityData”和“Sales” 之间创建关系时，其中筛选器应从“CityData”流向“Sales”，关系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产生的关系视图将包含两个表之间的直接多对多关系。 “字段”列表中的外观及创建视觉对象时的后续行为将与
采用前面部分所述的工作方法相同，其中额外的表（包含非重复 States）不可见。 例如，和前面部分所述的解决方
法一样，显示“States”和总人口及销售额的视觉对象将如下所示。

因此，多对多关系和更为典型的多对 1 关系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显示的值不包括空白行，这说明另一个表中的任何不匹配行，或另一个表中在关系中使用的列所对应的行

为 null。

不能使用 REL ATED() 函数（因为可能有多个关联行）

在一个表上使用 ALL() 函数不会删除应用于其他表的筛选器，这些表通过多对多关系与此表关联。 例如，
如以下在前面示例中定义的度量值不会删除相关“CityData”表的列上的筛选器：

因为此类显示“State”、“Sales”和“Sales total” 的视觉对象会导致以下情况：

因此，应格外小心以确保使用 ALL(<Table>) 的计算（如总计百分比）将返回预期结果。

此版本的多对多关系和复合模型有一些限制。

以下多维源不能用于复合模型：

SAP HANA
SAP Business Warehouse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BI 数据集

当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这些多维数据源时，不能同时连接到另一个 DirectQuery 源，也不能与导入的数据相
结合。

在使用多对多关系时，使用 DirectQuery 的现有限制仍然适用。 现在每个表都有许多这些限制，这取决于表的存
储模式。 例如，导入表上的计算列可以引用其他表，但是 DirectQuery 表上的计算列仍限制为只能引用同一表上
的列。 如果模型中的任何一个表都是 DirectQuery，则其他限制适用于整个模型。 例如，如果模型中有任何表具
有 DirectQuery 的存储模式，则 QuickInsights 和问答功能在该模型上不可用。

以下文章提供了更多有关复合模型的信息，并详细介绍了 DirectQuery。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

DirectQuery 文章：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Power BI 中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
2018/8/2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指定表的存储模式，使你控制是否为报表在内存中缓存表数据。

设置存储模式有许多优势。 可以在模型中为单个表单独设置存储模式，从而使单个数据集充分利用以下一个或多
个优势：

查询性能 - 当用户在 Power BI 报表中与视觉对象交互时，DAX 查询会被提交给数据集。 通过正确设置存储模
式将数据缓存到内存可提高查询性能并有助于和报表之间的交互。

大型数据集 - 未缓存的表不会出于缓存目的占用内存。 可以对大型数据集启用交互式分析，这些数据集因过
大或过于昂贵而无法完全缓存到内存中。 可以选择哪些表值得缓存，而哪些不值得。
数据刷新优化 - 未缓存的表不需要刷新。 可以通过只缓存必要的数据来减少刷新次数，以满足你的服务级别
协议和业务需求。

准实时需求 - 具有准实时需求的表可能从未缓存中受益，以减少数据延迟。
写回 - 写回使业务用户能够通过更改单元格值来探索模拟场景。 自定义应用程序可以将更改应用到数据源。
未缓存的表可以立即反映更改，以允许即时分析效果。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设置是下列三个相关功能之一：

复合模型 - 允许报表在任何组合中有多个数据连接，包括 DirectQuery 连接或导入。
多对多关系 - 通过复合模型，可以在表之间建立多对多关系，进而删除表中的唯一值要求，并删除之前的解决
办法，例如，引入新表只是为了建立关系。

存储模式 - 现在，你可以指定哪些视觉对象需要对后端数据源进行查询，而那些不需要进行此查询的视觉对象
则导入（即使是基于 DirectQuery），进而提升性能并减少后端负载。 在此之前，即使是像切片器这样的简单视
觉对象，也会启动发送至后端源的查询。

此复合模型的三个相关功能集合分别在不同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复合模型在其专属文章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中详细介绍。
多对多关系在其专属文章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中介绍。
存储模式在本文中详细介绍。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torage-mode.md


启用存储模式预览功能

使用存储模式属性

存储模式为预览功能，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存储模式，请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
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复合模型”复选框。

需要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才能启用该功能。

存储模式是一个属性，可以在模型的每个表上进行设置。 若要设置存储模式，从“字段”窗格中选择表，然后右键单
击打开上下文菜单。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属性”。



存储模式选择显示在表的“字段属性”窗格中。 从此处可以查看当前的存储模式或对其进行修改。

存储模式有三个值：

导入 - 当设置为“导入”，将缓存导入表。 提交到 Power BI 数据集从导入表返回数据的查询只能从缓存数据中
实现。

DirectQuery - 使用此设置，DirectQuery 表不会被缓存。 提交给 Power BI 数据集从 DirectQuery 表返回数据



DirectQuery 表和“双”表约束

针对具有不同存储模式的表的关系规则

多端上的表多端上的表 1 端上的表端上的表

双 双

导入 导入或双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或双

双传播

的查询（例如，DAX 查询）只能通过对数据源执行按需查询来实现。 提交到数据源的查询使用该数据源的查询
语言（例如，SQL）。
双 - 双表可以充当已缓存或未缓存，具体取决于提交到 Power BI 数据集的查询的上下文。 在某些情况下，查
询通过缓存数据完成；在其他情况下，查询通过对数据源执行按需查询来完成。

将表更改为“导入”是一项不可逆操作；它不能更改回“DirectQuery”，或更改回“双”。

“双”表受到与 DirectQuery 表相同的约束。 其中包括有限的 M 转换，以及计算列中受限的 DAX 函数。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使用 DirectQuery 的影响。

关系必须符合基于相关表存储模式的规则。 本部分提供有效组合的示例。 有关完整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在具有单一数据源的数据集上，以下 1 对多关系组合无效：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请考虑下列简单模型，其中所有表都来自支持导入和 DirectQuery 的单个源。

让我们假设 DirectQuery 将从此模型中的所有表开始。 然后，如果我们将 SurveyResponse 表的存储模式改为“导
入”，则显示以下提示：



存储模式的使用情况示例

表格表格 存存储储模式模式

Sales DirectQuery

SurveyResponse 导入

Date 双

Customer 双

Geography 双

维度表（Customer、Date 和 Geography）必须设置为“双”，以符合前面所述的关系规则。 可以在单个操作中将这
些表设置为“双”，而无需提前设置。

传播逻辑旨在帮助包含多个表的模型。 假设你有一个带 50 个表的模型，只有某些事实（事务）表需要进行缓存。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逻辑指出需要设置为“双”的维度表的最小集，因此无需执行此操作。

传播逻辑仅遍历到 1 对多关系的一端。

将“Customer”表更改为“导入”（而不是更改 SurveyResponse）是不允许的，原因在于它与 DirectQuery
表“Sales”以及“SurveyResponse”的关系。
可以将“Customer”表更改为“双”（而不是更改 SurveyResponse）。 传播逻辑也将“Geography”表设置为“双”。

让我们继续上一节中的示例，假设我们应用以下存储模式属性设置：

执行这些存储模式属性设置会导致以下行为，假设“Sales”表有大量数据卷。

维度表（Date、Customer 和 Geography）将缓存，因此检索要显示的切片器值时，初始报表加载速度应较
快。

如果不缓存“Sales”表，将出现以下结果：

数据刷新速度得到提升，并会减少内存消耗

基于“Sales”表的报表查询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运行，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更接近实时，因为没有
引入缓存延迟



命中或错过缓存的查询

NOTENOTE

缓存应保持同步

数据视图

基于“SurveyResponse”表的报表查询从内存中缓存返回，因此，它们应相对较快。

通过将 SQL Profiler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的诊断端口，可以通过执行基于以下事件的跟踪来查看哪些查询
命中或错过了内存中缓存：

Queries Events\Query Begin
Query Processing\Vertipaq SE Query Begin
Query Processing\DirectQuery Begin

对于每个“Query Begin”事件，使用相同的 ActivityID 查看其他事件。 例如，如果没有任何“DirectQuery Begin”事
件，但存在“Vertipaq SE Query Begin”事件，则已从缓存中对查询进行应答。

引用“双”模式表的查询从缓存中返回数据（如可能），否则它们会还原为 DirectQuery。

继续前面的示例，以下查询只引用“Date”表中的列，该表处于“双”模式。 因此，它应命中缓存。

以下查询仅引用“Sales”表中的列，该表处于“DirectQuery”模式。 因此，它不应命中缓存。

下面的查询非常有趣，因为它结合了这两个列。 此查询将不会命中缓存。 最初你可能希望它从缓存中检索
CalendarYear 值，并从源中检索 SalesAmount 值，然后将结果组合起来，但这样做的效率要低于将
SUM/GROUP BY 操作提交到源系统。 如果该操作向下推送到数据源，返回的行数可能会少得多。

合并缓存和非缓存表时，此行为不同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在上一节中显示的查询显示，“双”表有时会命中缓存，而有时不会命中缓存。 因此，如果缓存已过期，则可能返回
不同的值。 查询执行不会试图掩盖数据问题，例如，通过筛选 DirectQuery 结果以匹配缓存值。 了解数据流是你
的责任，并应相应地进行设计。 如有必要，有一些现成的技术可以在源中处理此类情况。

“双”存储模式是一种性能优化。 它只应在不影响满足业务需求功能的情况下使用。 对于备用行为，请考虑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一文中所述的技术。

如果数据集中至少有一个表将其“存储模式”设置为“导入”或“双”，则会显示“数据视图”选项卡。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在“数据视图”中选择时，“双”表和“导入”表会显示缓存数据。 DirectQuery 表不显示数据，还显示了一条消息，表
明 DirectQuery 表无法显示。

此版本的存储模式有一些限制，并与复合模型之间具有相关性。

以下多维源不能用于复合模型：

SAP HANA
SAP Business Warehouse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BI 数据集

当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这些多维数据源时，不能同时连接到另一个 DirectQuery 源，也不能与导入的数据相
结合。

在使用复合模型时，使用 DirectQuery 的现有限制仍然适用。 现在每个表都有许多这些限制，这取决于表的存储
模式。 例如，导入表上的计算列可以引用其他表，但是 DirectQuery 表上的计算列仍限制为只能引用同一表上的
列。 如果模型中的任何一个表都是 DirectQuery，则其他限制适用于整个模型。 例如，如果模型中有任何表具有
DirectQuery 的存储模式，则 QuickInsights 和问答功能在该模型上不可用。

以下文章提供了更多有关复合模型的信息，并详细介绍了 DirectQuery。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DirectQuery 文章：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Power BI 中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DirectQuery 启用双向
交叉筛选
2018/7/31 • • Edit Online

启用启用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的双向交叉的双向交叉筛选筛选

筛选表创建相应数据视图时，报表创建者（和数据建模者）会在确定如何将筛选应用于报表时面临挑战；表的筛选上

下文只处于关系的一方，另一方却没有，并且通常需要复杂的 DAX 公式来获取所需结果。

使用双向交叉筛选，报表创建者（和数据建模者）对于使用相关表时如何应用筛选有了更好的掌控，使这些筛选能够

应用于表关系的两方。 此操作可通过让筛选上下文传播到表关系另一方的第二个相关表来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此白皮书，该白皮书对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双向交叉筛选进行了详细说明（还介绍了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16，两者都具有相同的行为）。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的双向交叉筛选白皮书

若要启用交叉筛选，在关系的“编辑关系”对话框中，必须选择以下项：

“交叉筛选方向”必须设置为“双向”

还必须选择“应用双向安全筛选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bidirectional-filtering.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7/8/2782DF95-3E0D-40CD-BFC8-749A2882E109/Bidirectional cross-filtering in Analysis Services 2016 and Power BI.doc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7/8/2782DF95-3E0D-40CD-BFC8-749A2882E109/Bidirectional cross-filtering in Analysis Services 2016 and Power BI.docx


NOTENOT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交叉筛选 DAX 公式时，请使用 UserPrincipalName（通常与用户登录名相同，如
joe@contoso.com）而不是 UserName。 正因如此，你可能需要创建一个可将 UserName （或 EmployeeID）映射到
UserPrincipalName 的相关表。

有关详细信息以及双向交叉筛选工作方式的示例，请查看本文前面部分提及的白皮书。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7/8/2782DF95-3E0D-40CD-BFC8-749A2882E109/Bidirectional cross-filtering in Analysis Services 2016 and Power BI.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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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连接模式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时，可以连接各种类型的数据源，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连接这些
数据。 可以将数据导入 Power BI，也可以在其原始源存储库中直接连接数据，前者是获取数据最常见的方法，
后者称为 DirectQuery。 本文介绍 DirectQuery 及其功能，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DirectQuery 的各种连接选项
何时应考虑使用 DirectQuery 而非导入的相关指导
使用 DirectQuery 时带来的弊端
使用 DirectQuery 的最佳做法

简而言之，使用 DirectQuery 和导入的最佳做法是：

如可能，应使用“导入”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 Power BI 的高性能查询引擎，并提供高
度交互和功能完善的数据体验。

如果通过导入数据无法实现目标，则可以考虑使用 DirectQuery。 例如，如果数据被频繁更改并且报表必须
反映最新数据，DirectQuery 可能是最佳选择。 但是，通常只有当基础数据源可以为典型聚合查询提供交互
式查询（少于 5 秒）并且能够处理生成的查询负载时，使用 DirectQuery 才可行。 此外，考虑结合使用
DirectQuery 的限制列表时应格外慎重，以确保仍然能够实现目标。

Power BI 为两种连接模式（导入和 DirectQuery）提供的功能集将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 这将包括在使用导入
数据时提供更强的灵活性，以便可以在更多情况下使用导入模式，以及消除使用 DirectQuery 时带来的的一些
弊端。 无论如何改进，使用 DirectQuery 时都会始终将基础数据源的性能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如果该基础数据
源速度缓慢，则对该数据源使用 DirectQuery 将仍然不可行。

本主题介绍 Power BI（而不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也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功能之一，下面描述的许多细节同样适用于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但还是
存在重大区别。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 DirectQuery，请参阅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16 中的 DirectQuery。

本文重点介绍 DirectQuery 的建议工作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的位置，以及如何在 Power BI 服
务中直接连接数据。

Power BI 可连接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源，包括：

联机服务（Salesforce、Dynamics 365 等）
数据库（SQL Server、Access、Amazon Redshift 等）
简单文件（Excel、JSON 等）
其他数据源（Spark、网站、Microsoft Exchange 等）

这些数据源通常都可以使用导入方法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其中某些数据源还可以使用 DirectQuery 进行连
接。 有关支持 DirectQuery 的其他一组数据源的信息，请参阅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一文。 将来会有更多
数据源支持 DirectQuery，我们会主要关注可以提供良好的交互式查询性能的数据源。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是一个特例。 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时，你可以选择导入数据，
或使用实时连接。 使用实时连接与使用 DirectQuery 在以下方面类似：不导入任何数据，始终对基础数据源进行
查询以刷新视觉对象；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实时连接又有所不同，因此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实
时”和“DirectQuery”）。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irectquery-about.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6/F/F6FBC1FC-F956-49A1-80CD-2941C3B6E417/DirectQuery in Analysis Services - Whitepaper.pdf


导导入入连连接接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连连接接

实时连实时连接接

以下各节详细说明了这三个数据连接选项 -“导入”、“DirectQuery”和“实时连接”。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获取数据”以连接数据源（如 SQL Server），并且选择“导入”，则该连接行为如
下所示：

在初始“获取数据”体验期间，所选的每个表定义一个将返回一组数据的查询（可以在加载数据之前对这些查
询进行编辑，例如应用筛选器、聚合数据或联接不同的表）。

加载时，这些查询定义的所有数据都将被导入 Power BI 高速缓存。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视觉对象时，将查询导入的数据。 Power BI 存储可确保查询速度非常快，因此
可立即反映视觉对象的所有更改。

但对基础数据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反映在任何视觉对象中。 必须先“刷新”，然后重新导入数据。
报表（.pbix 文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时，就会创建一个数据集并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 该数据集包含导入
的数据。 随后可以对该数据设置按计划刷新，例如每天重新导入数据。 可能必须配置本地数据网关，具体取
决于原始数据源的位置。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现有报表或创作新报表时，将再次查询导入的数据，确保交互性。
可以将视觉对象或整个报表页固定为仪表板磁贴。 每次刷新基础数据集时，将自动刷新磁贴。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获取数据”连接数据源，并且选择“DirectQuery”，则该连接行为如下所示：

在初始“获取数据”体验期间，会选择数据源。 对于关系数据源，这意味着选择一组表，每个表仍定义一个查
询，该查询在逻辑上返回一组数据。 对于多维数据源（如 SAP BW），将仅选择数据源。
但在加载时，实际上不会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存储。 相反，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视觉对象时，会向
基础数据源发送查询以检索所需数据。 刷新视觉对象所花费的时间取决于基础数据源的性能。
对基础数据的任何更改都不会立即反映在任何现有视觉对象中。 仍然需要先“刷新”，因此将针对每个视觉对
象重新发送必需的查询，并根据需要对视觉对象进行更新。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时，将再次在 Power BI 服务中生成数据集（和导入模式相同）。 但是，该数据集
不包含任何数据。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现有报表或创作新报表时，将再次查询基础数据源以检索所需数据。 可能必须配置
本地数据网关，具体取决于原始数据源的位置（和导入模式中刷新数据所需步骤相同）。

可以将视觉对象或整个报表页固定为仪表板磁贴。 为了确保迅速打开仪表板，磁贴会按计划（例如每小时）
自动刷新。 可以控制此刷新频率，以反映数据更改频率和查看最新数据的重要性。 因此，打开仪表板时，磁
贴将反映自上次刷新后的数据，而不一定反映对基础源所做的最新更改。 可以反复刷新打开的仪表板，使其
保持最新。

如果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可选择从所选数据模型导入数据，或实时连接到所选数据
模型。 如果选择“导入”，则需要针对该外部 SSAS 数据源定义查询，以便正常导入数据。 如果选择“实时连接”，
则不需要定义查询，字段列表中会显示整个外部模型。 如果选择 DirectQuery，生成视觉对象时，将向外部
SSAS 源发送查询。 与 DirectQuery 不同的是，实时连接在创建新模型方面没有意义，即不能定义新的计算列、
层次结构、关系等。 相反，只需直接连接到外部 SSAS 模型即可。

上段中所述的情况也适用于连接以下数据源（没有导入数据选项的情况除外）：

Power BI 数据集（例如，连接到以前已创建并发布到服务的 Power BI 数据集以创作新报表将其覆盖）
Common Data Services

SSAS 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时，其行为在以下方面与 DirectQuery 报表类似：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现有报表或创作新报表时，查询基础 SSAS 数据源（可能需要一个本地数据网关）
仪表板磁贴按计划（例如每小时，或定义的任何频率）自动刷新

但两者也有重大区别：对于实时连接，打开报表的用户标识将始终传递到基础 SSAS 数据源。



DirectQuery 在什么情况下有用？

限制限制 说说明明

数据频繁变化，需要几乎“实时”的报表 导入数据模型最快可以每小时刷新一次。 因此，如果数据不
断改变，并且报表必须显示最新数据，则使用按计划刷新的导

入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另请注意，也可以将数据直接流式传
输到 Power BI 中（尽管这种情况下支持的数据量有限制）。 

相比之下，使用 DirectQuery 意味着打开或刷新报表或仪表
板将始终显示源中最新的数据。 此外，可以更频繁地（每 15
分钟）更新仪表板磁贴。

数据量非常大 如果数据量非常大，直接全部导入肯定不可行。 相比之
下，DirectQuery 不需要大量数据传输，因为可以进行就地查
询。 

但是，大量数据可能也意味着对该基础源查询的速度很慢（如

本文后面部分的“使用 DirectQuery 的影响”中所述。 当然，并
不总是需要导入全部详细数据。 相反，数据可以在导入过程
中预先聚合（通过“查询编辑器”可以轻松实现此操作）。 在极
端情况下，可以只导入每个视觉对象所需的聚合数据。 所以
DirectQuery 是处理大量数据的最简单方法，请始终记住，如
果基础数据源太慢，导入聚合数据也许是一个解决方案。

基础数据源中定义的安全规则 导入数据时，Power BI 将使用当前用户凭据（从 Power BI
Desktop），或作为配置计划刷新（从 Power BI 服务）的一部分
定义的凭据，连接到数据源。 因此，在发布和共享此类报表
时，必须注意只与允许查看相同数据的用户共享，或将行级别

安全性定义为数据集的一部分。 

理想情况下，由于 DirectQuery 始终查询基础数据源，这将允
许应用该基础数据源中的任何安全规则。 但是，目前 Power
BI 将始终使用与采用“导入”方法时使用的相同凭据来连接基
础数据源。 

因此，除非 Power BI 允许将报表使用者的标识传递给基础数
据源，否则 DirectQuery 在数据源安全性方面没有任何优势。

数据主权限制应用 某些组织对数据主权制定有相应策略，这意味着数据不能离

开组织规定的前提。 基于导入的解决方案很显然会存在问
题。 相比之下，如果使用 DirectQuery，数据将保留在基础数
据源中。 

但应注意，由于磁贴按计划刷新，即使使用 DirectQuery，某
些视觉对象级别的数据缓存也会保留在 Power BI 服务中。

介绍这些比较后，本文剩余部分将着重介绍 DirectQuery。

下表描述了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特别有用的场景，包括将数据保留在原始源中被认为是有益的情况。 该描述
内容包括对特定场景是否适用于 Power BI 的讨论。



    

基础数据源是包含度量值的 OLAP 数据源 如果基础数据源包含度量值（如 SAP HANA 或 SAP Business
Warehouse），则导入数据将引发其他问题。 这意味着导入的
数据处于由查询定义的特定聚合级别。 例如，按 Class、Year
和 City 衡量总销售额。 如果构建的视觉对象要求较高级别聚
合数据（如按 Year 的总销售额），它会进一步聚合总值。 这对
于附加式度量值（如 Sum、Min）没有问题，但对非附加式度量
值（如 Average、DistinctCount）会产生问题。 

为了轻松从源中直接获取正确的聚合数据（根据特定视觉对

象的需要），必须像 DirectQuery 一样按视觉对象发送查询。 

连接到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时，可以选择
DirectQuery 进行这种度量。 DirectQuery 和 SAP BW 中进一
步介绍了对 SAP BW 的支持。 

但是，当前 SAP HANA 上的 DirectQuery 将其视为关系数据
源对待，因此提供的行为类似于导入。 这在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中有进一步介绍。

限制限制 说说明明

使用 DirectQuery 的影响

基基础础源的性能和源的性能和负载负载

单单个数据源限制个数据源限制

数据数据转换转换限制限制

因此，综上所述，鉴于 Power BI 中 DirectQuery 的当前功能，其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

数据频繁变化，需要几乎“实时”的报表
处理非常大的数据量，而无需预先聚合

数据主权限制应用

源是包含度量值（如 SAP BW）的多维度源

请注意，上一列表中的详细信息仅涉及 Power BI 的使用。 另外，始终可以选择使用外部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或 Azure Analysis Services）模型导入数据，然后使用 Power BI 连接该模型。 虽然这种方法需要其他
技能，但它可以提供更强的灵活性。 例如，可以导入更多大容量数据，并且刷新数据的频率不受限制。

如本节内容所述，使用 DirectQuery 确实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 其中一些限制因使用的具体数据源不同而略有
不同。 这在适当情况下会被提及，差异显著的数据源将由单独的主题介绍。

使用 DirectQuery 时，整体体验很大程度取决于基础数据源的性能。 如果刷新每个视觉对象（如更改切片器值
后）都需要几秒钟时间（小于 5 秒），则等待体验是合理的，但与经常使用的将数据导入到 Power BI 的即时响应
相比，可能仍感觉有些缓慢。 相反，如果数据源缓慢意味着单个视觉对象花费的时间更长（几十秒），甚至可能
超出查询的时间，则体验会非常差。

除基础数据源的性能外，还应仔细考虑置于其上的负载（这通常会影响性能）。 正如下文所进一步讨论的，打开
共享报表的每个用户以及定期刷新的每个仪表板磁贴都会向基础数据源发送查询（每个视觉对象至少发送一个

查询）。 这种情况需要数据源能够处理此类查询负载，同时仍保持良好的性能。

导入数据时，可以将来自多个源的数据组合到单个模型中，例如，可以轻松联接公司 SQL Server 数据库中的数
据和保存在 Excel 文件中的本地数据。 使用 DirectQuery 时，无法实现该操作。 如果对源选择 DirectQuery，则
只能使用来自单个源（如单个 SQL Server 数据库）中的数据。

同样，在“查询编辑器”中应用数据转换也存在限制。 如果使用导入数据，可以轻松应用一组复杂的变换来清理
和重新整理数据，然后再使用数据创建视觉对象（例如解析 JSON 文档或将数据从列形式转换为行形式）。 这些
转换在 DirectQuery 中受到更多限制。 首先，连接到 SAP Business Warehouse 等 OL AP 数据源时，不能定义
任何转换，整个外部“模型”都来自该数据源。 对于类似 SQL Server 的关系数据源，每个查询仍可以定义一组转



建模限制建模限制

换，但是出于性能原因，这些转换将受到限制。 任何此类转换需要应用于基础数据源的每个查询，而不是在数
据刷新时应用一次，因此它们仅限于可以合理地转换为单个本机查询的转换。 如果使用的转换过于复杂，将收
到错误警报，必须删除它，或将模型切换到导入模式。

此外，“获取数据”对话框或“查询编辑器”产生的查询将用于生成和发送的查询的子选择中，以检索视觉对象所需
的数据。 因此，在“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必须在此上下文中有效。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不能使用包含公用
表表达式或调用存储过程的查询。

术语“建模”在此上下文中表示完善和丰富原始数据（作为创建使用它的报表的一部分）。 示例包括：

定义表之间的关系

添加新计算（计算列和度量值）

重命名和隐藏列和度量值

定义层次结构

定义列的格式设置、默认汇总以及排序顺序

分组或聚类值

如果使用 DirectQuery，仍然可以丰富大多数这些模型，当然还有正被丰富的原始数据的原则，以便改进后续使
用。 但是，使用 DirectQuery 时，有些建模功能将不可用或受到限制。 通常，应用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性能问题。
下列项目符号列表列出了所有 DirectQuery 数据源通用的限制。 如本文接近末尾处的“数据源详细信息”中所
述，可能有其他限制适用于特定数据源。

无内置日期无内置日期层层次次结结构：构：  导入数据时，默认情况下，每个日期/日期时间列都将具有默认的内置日期层次
结构。 例如，如果导入的销售订单表包含 OrderDate 列，则在视觉对象中使用 OrderDate 时，可以选择
要使用的适当级别（年、月、日）。 使用 DirectQuery 模式时，此内置日期层次结构不可用。 但请注意，如
果基础数据源中存在“日期”表（如许多数据仓库中常见的那样），则可以照常使用 DAX 时间智能函数。

在计算列中的限制：计算列仅限于行内，因为它们只能引用同一表中其他列的值，不能使用任何聚合函

数。 此外，可用的 DAX 标量函数（如 LEFT()）被限制为只能推送到基础数据源，因此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数据源的具体功能。 创建计算列的 DAX 时，不支持的功能不会在自动完成中列出，如果使用则会导致错
误。

不支持父-子 DAX 函数：在 DirectQuery 模型中，不能使用 DAX PATH() 系列函数，这类函数通常处理父-
子结构，如帐户图表或员工层次结构图表。

度量度量值值的（默的（默认认）限制：）限制：  默认情况下，可在度量值中使用的 DAX 函数和表达式受限。 同样，如果使用无
效的函数或表达式，自动完成将不会列出该函数，并且会出错。 可以确定的原因是，默认情况下，度量值
被限制为简单的度量值，这些度量值本身不太可能导致任何性能问题。 高级用户可以选择绕过此限制，
方法是依次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DirectQuery”，然后选择选项“允许 DirectQuery 模式下
的度量值不受限制”。 选中该选项后，即可使用对度量值有效的任何 DAX 表达式。 但是，用户必须知道，
可在导入数据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的某些表达式，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则可能会导致针对后端数据源的
查询速度缓慢。

例如，默认情况下：

SalesAmount = SUMX(Web_Sales, [ws_sales_price]* [ws_quantity])

AverageItemSalesAmount = AVERAGEX('Item', [SalesAmount])

可以创建一个简单的销售金额相加的度量值：

不能创建一个度量值，然后在所有项上平均销售额：

原因是，如果有大量项，此类度量值可能导致性能不佳。



报报表限制表限制

安全性安全性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行中的行为为

报报表表  –  – 打开、与之交互、打开、与之交互、编辑编辑

不支持计算表：DirectQuery 模式不支持使用 DAX 表达式定义计算表。

关系筛选仅限于单方向：使用 DirectQuery 时，不能将交叉筛选关系方向设置为“双向”。 例如，以下三个
表格不能生成显示每个客户[性别]和每个客户购买的产品[类别]数量的视觉对象。 本白皮书中详细说明
了这类双向筛选的使用（本文介绍了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上下文中的示例，但基本要点也同样
适用于 Power BI）。

同样，施加此限制也是出于性能影响的原因。 此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用是，将行级别安全性定义为
报表的一部分时，由于常见模式是在用户和其允许访问的实体之间建立多对多关系，因此必须使用双向

筛选才能执行此操作。 但是，对 DirectQuery 模型使用双向筛选应十分谨慎，并注意性能方面产生的任
何不利影响。

无聚类分析：使用 DirectQuery 时，不能使用聚类分析功能自动查找组

几乎所有的报表功能都支持 DirectQuery 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基础数据源提供了合适的性能水平，就可
以使用相同的可视化组件集。 但在发布报表后，Power BI 服务中提供的一些其他功能会受到一些重要限制，如
以下项目列表所述：

不支持快速见解：Power BI 快速见解功能可快速搜索数据集的不同子集，同时应用一组复杂的算法来发现潜
在相关的见解。 此功能对查询的性能要求非常高，因此在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集上不可用。
不支持问答：使用 Power BI 中的“问答”可利用直观、自然的语言功能浏览数据并接收图表和图形形式的答
案。 但是，当前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集不支持此功能。
使用“在 Excel 中浏览”可能会导致性能不佳：可以在数据集上使用“在 Excel 中浏览”功能浏览数据。 这将允许
在 Excel 中创建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 尽管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集支持此功能，但性能通常比在
Power BI 中创建视觉对象的性能更慢，因此如果使用 Excel 对你的方案非常重要，则决定使用 DirectQuery
时请考虑这一点。

如本文前面所述，使用 DirectQuery 的报表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将始终使用相同的固定凭据连接到基础
数据源。 同时请注意，此处专指 DirectQuery，而不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两者在这方
面不同。 因此，发布 DirectQuery 报表后，必须立即配置用户要使用的凭据。 在完成此操作之前，打开 Power
BI 服务报表将导致错误。

提供用户凭据后，所有打开报表的用户都可使用这些凭据。 这方面与导入数据完全相同，即除非行级别安全性
已定义为报表的一部分，否则每个用户都将看到相同的数据。 因此，如果在基础数据源中定义了任何安全规
则，共享报表时也必须注意这一点。

本部分介绍 Power BI 服务中 DirectQuery 报表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将置于后端数据源的负载程度、
需要考虑的共享报表和仪表板的用户数、报表的复杂性以及行级别安全性是否已在报表中定义。

打开报表时，将刷新当前可见页面上的所有视觉对象。 每个视觉对象通常需要至少一个查询以对基础数据源进
行查询。 某些视觉对象可能需要多个查询，例如，显示来自两个不同事实数据表的聚合值、包含更复杂的度量
值或包含非附加式度量值的总和（如 Count Distinct）。 移动到新页面将导致刷新这些视觉对象，从而生成一组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7/8/2782DF95-3E0D-40CD-BFC8-749A2882E109/Bidirectional cross-filtering in Analysis Services 2016 and Power BI.docx


仪仪表板刷新表板刷新

超超时时

其他影响其他影响

针对基础数据源的新查询。

报表上的所有用户交互都可能导致刷新视觉对象。 例如，选择切片器上的不同值需要发送一组新查询以刷新所
有受影响的视觉对象。 单击视觉对象以交叉突出显示其他视觉对象或更改筛选器也是如此。

当然，类似情况还包括编辑新报表，此过程需要为每个步骤发送查询以产生所需的最终视觉对象。

存在一些包含结果的缓存，如果获得完全相同的最新结果，将即时刷新视觉对象。 如果将任何行级别安全性定
义为报表的一部分，此类缓存不会在所有用户中共享。

单个视觉对象或整个页面可以作为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基于 DirectQuery 数据集的磁贴会按计划自动刷新，并
将查询发送到后端数据源。 默认情况下，每小时刷新一次，但作为数据集设置的一部分，可以将其配置为每周
和每 15 分钟刷新一次。

如果模型中未定义行级别安全性，这意味着每个磁贴将刷新一次，并在所有用户之间共享结果。 如果定义了行
级别安全性，则会有很大的乘数效应 – 每个磁贴需要按用户单独向基础源发送查询。

因此，如果某个仪表板有 10 个磁贴、与 100 个用户共享、是在使用具有行级别安全性的 DirectQuery 数据集创
建的，并且配置为每 15 分钟刷新一次，则将导致每 15 分钟向后端数据源发送至少 1000 个查询。

因此必须慎重考虑使用行级别安全性和计划刷新配置。

在 Power BI 服务中，4 分钟超时应用于单个查询，超过该时间的查询将失败。 如前所述，建议对提供近似交互
式查询性能的数据源使用 DirectQuery，因此此限制旨在防止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

使用 DirectQuery 的其他一般性影响如下：

如果更改数据，则必须刷新以确保显示最新数据：由于给定使用缓存，无法确保视觉对象始终显示最新数

据。 例如，视觉对象可能显示最后一天的事务。 然后由于切片器被更改，它可能会刷新显示最近两天的
事务，包括一些最新的事务。 将切片器返回到其原始值将导致再次显示之前获得的缓存值，不包括之前
看到的新到达的事务。

选择刷新将清除所有缓存，并刷新页面上的所有视觉对象以显示最新数据。

如果更改数据，不能保证视觉对象之间的一致性：不同的视觉对象（无论是在相同页面还是在不同页面

上），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刷新。 因此如果基础数据源中的数据已更改，则不能保证每个视觉对象都在完
全相同的时间点显示数据。 事实上，鉴于有时单个视觉对象需要多个查询（例如，获取详细信息和总计），
因此，即使在单个视觉对象中，一致性也得不得保证。 若要确保一致性，需要刷新任何视觉时带来的刷新
所有视觉对象的开销，同时使用昂贵的功能，如基础数据源中的“快照隔离”。

再次选择“刷新”（刷新页面中所有视觉对象）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此问题。 而且应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导
入模式，如果从多个表中导入数据，也存在类似的保证一致性的问题。

需要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刷新以反映元数据的任何更改：报表发布后，使用“刷新”将只需刷新报表中
的视觉对象。 如果基础数据源的架构已更改，这些更改将不会自动应用于更改字段列表中可用的字段。
因此如果已从基础数据源中删除表或列，则可能导致刷新时查询失败。 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报
表并选择“刷新”，更新模型中的字段以反映更改。

对任何查询可以返回的行数限制为一百万行：对于基础数据源的任何单个查询，可以返回的行数限制为

固定的一百万行。 这通常没有实际意义，视觉对象本身不会显示那么多行。 但如果 Power BI 未完全优化
发送的查询，并且有一些中间请求结果超出此限制，则可能会受此限制。 在生成达到更合理最终状态的
视觉对象过程中，也可能会受此限制。 例如，如果有超过 1 百万的客户，如果不应用某些筛选器，则
Customer 和 TotalSalesQuantity 将达到此限制。

返回的错误将是“外部数据源的查询结果集超过了允许的最大行数 1000000 行。”

无法将导入模式更改为 DirectQuery 模式：请注意，通常可以将模型从 DirectQuery 模式切换到导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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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使用 DirectQuery 的指南

后端数据源性能后端数据源性能

模型模型设计设计指南指南

式，这意味着必须导入所有需要的数据。 它无法切换回来（主要是由于 DirectQuery 模式下不支持此功
能集）。 由于外部度量值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多维数据源（如 SAP BW）的 DirectQuery 模型也不能从
DirectQuery 切换到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支持所有数据源。 某些数据源还可直接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 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使用
Power BI 连接其 Salesforce 中的数据并立即获得仪表板，而无需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启用了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中，只有两个数据源可以直接在服务中使用：

Spark
Azure SQL 数据仓库

但是，强烈建议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对这两个数据源使用 DirectQuery。 原因是，当最初在 Power BI 服务中
进行连接时，会应用许多关键限制，这意味着虽然开始时很容易（从Power BI 服务开始），但是会进一步限制生
成报表的功能（例如，不能创建任何计算或使用许多分析功能，甚至不能刷新元数据以反映对基础架构的任何更

改）。

如果要使用 DirectQuery，此节提供一些有关如何确保使用成功的高级指导。 此部分中的指导源自本文所述的
使用 DirectQuery 的影响。

强烈建议验证简单的视觉对象是否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刷新。 要提供合理的交互体验，刷新时间应在 5 秒内。
当然，如果视觉对象刷新时间超过 30 秒，发布报表后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这会使解决方案无效。

如果查询速度慢，则最先检查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查询，以及所观测到的查询性能不佳的原因。 本主题不涉及
各种在完整的一组潜在基础数据源中优化数据库的最佳做法，但却适用于适合大多数情况的标准数据库实践：

基于整数列的关系通常比其他数据类型的列的联接更好

应创建相应的索引，这通常意味着在支持列存储索引的数据源（如 SQL Server）中使用它们。
应更新数据源中的任何必要的统计信息

定义模型时，请考虑执行以下操作：

避免在查询编辑器中定义复杂的查询。 在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将转换为单个 SQL 查询，然后包含
在发送到该表的每个查询的子选择中。 如果查询很复杂，则可能导致所发送的每个查询出现性能问题。
可以通过选择查询编辑器中的最后一步，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看本地查询”来获取一组步骤的实际
SQL 查询。

简化度量值。 至少在开始时，建议将度量值限制为简单聚合。 如果这些度量值的执行令人满意，可以定
义更复杂的度量值，但要注意每个度量值的性能。

避免定义计算列上的关系。 这与需要执行多列联接的数据库尤其相关。 Power BI 目前不允许基于多列
作为 FK/PK 的关系。 常见的解决方法是使用计算列来连接列，然后在其上创建联接。 尽管此解决方法对
于导入数据是合理的，但在 DirectQuery 情况下，会导致表达式联接，通常会阻止使用任何索引，并导致
性能不佳。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在基础数据库中将多列具体化为单列。

避免定义 uniqueidentifier 列上的关系。 Power BI 在本机上不支持 uniqueidentifier 数据类型。 因此，定
义 uniqueidentifier 列之间的关系将导致一个包含涉及 Cast 的联接的查询。 这通常也会导致性能不佳。
在进行特别优化之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在基础数据库中具体化替代类型的列。

隐藏关系中的 to 列 。。  应隐藏关系中的 to 列（通常是 to 表中的主键），使其不出现在字段列表中，从而不
在视觉对象中使用。 通常，关系所在的列实际上是系统列（例如，数据仓库中的代理键），隐藏这些列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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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Key_PK   (Destination of a relationship, hidden)
ProductKey (= [ProductKey_PK],   visible)
ProductName
...

很好的做法。 如果该列确实有意义，则引入一个可见并且具有等于主键的简单表达式的计算列。 例如：

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在视觉对象包括主键列时可能发生的性能问题。

检查所有计算列和数据类型更改的使用。 使用这些功能并不一定产生不利影响，它们会将查询发送到包
含表达式的基础数据源，而不是对列简单引用的基础数据源，这可能会导致索引未被使用。

避免对关系使用双向交叉筛选（预览）。

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实验 。。  关系的“假设引用完整性”设置使查询能够使用 INNER JOIN 语句，而不是
OUTER JOIN 语句。 这通常可以提高查询性能，但具体取决于数据源的详细情况。

在查询编辑器中不使用相对数据筛选。 在查询编辑器中可以定义相对日期筛选。 例如，假设筛选日期是
过去 14 天内的行。

但是，编写查询，它将被转换为基于固定日期的筛选器。 这可以通过查看本机查询看到。

这种转换几乎肯定是不需要的。 为了确保根据执行报表时的日期应用筛选器，请将筛选器作为报表筛选
器应用于报表中。 目前的实现方法是创建计算列计算天数（使用 DAX DATE() 函数），然后在筛选器中使
用该计算列。

创建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的报表时，请遵循以下指南：

考考虑虑使用使用“查询缩查询缩减减”选项选项：：  Power BI 提供报表中的选项以发送更少的查询，并在生成的查询执行时间
较长时禁用可能导致体验不佳的某些交互。 若要访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这些选项，请转到“文
件”>“选项和设置”>“选项”，然后选择“查询缩减”。



选中“查询缩减”上的复选框选项后，可以在整个报表中禁用交叉突出显示。 另外，还可以显示切片器选
择和/或筛选器选择的“应用”按钮，这使用户可以在选择多个切片器和筛选器之后应用这些切片器和筛选
器，并且在切片器上选择“应用”按钮之前，不会发送任何查询。 然后，可使用所选选项筛选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与报表进行交互时，以及当用户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报表时，这些选项将应
用到报表。

先应用筛选器：始终在生成视觉对象开始时应用任何适用的筛选器。 例如，一开始就应用筛选器 Year，而
不是拖动 TotalSalesAmount 和 ProductName，然后筛选特定年份。 这是因为生成视觉对象的每个步骤
都将发送查询，而在第一个查询完成之前可能会进行其他更改，这仍然会对基础数据源造成不必要的负

担。 尽早应用筛选器通常会降低中间查询成本。 此外，不尽早应用筛选器可能导致达到 1 百万行的限
制。

限制页面上的视觉对象的数目：打开页面（或某些页级别的切片器或筛选器更改）后，将刷新页面上所有

的视觉对象。 由于并行发送的查询数量有限制，随着视觉对象数量的增加，一些视觉对象将以串行方式
刷新，从而增加刷新整个页面所需的时间。 出于此原因，建议限制单个页面中的视觉对象数量，改为包含
更多更简单的页面。

考虑关闭视觉对象之间的交互：默认情况下，报表页上的可视化组件可用于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页

面上的其他可视化组件。 例如，选择了饼图上的“1999”之后，柱形图交叉突出显示“1999”类别的销售额。



在 DirectQuery 中，交叉筛选和交叉突出显示需要向基础源提交查询，所以如果响应用户选择所花费的
时间太长，应关闭交互。 但是，可以为整个报表（如上面的查询缩减选项所述）或者按本文所述的具体情
况关闭此交互。

除了上述列表中的建议，请注意，以下每一种报表功能都会导致性能问题：

度量值筛选器：包含度量值（或列聚合）的视觉对象可以包含这些度量值中的筛选器。 例如，下面的视觉
对象按类别显示 SalesAmount，但仅包括超过 2 千万的类别。

这会导致两个查询被发送到基础数据源：

第一个查询检索符合条件 (Sales > 20M) 的类别
第二个查询检索视觉对象所需的数据，包括满足 WHERE 子句中的条件的类别。

如果有数百或数千个类别（如此示例所示），这通常可以正常执行。 如果类别的数量大得多，则可能会降
低性能（事实上，如果符合条件的类别超过 1 百万，由于前面所述的 1 百万行限制，查询将失败）。

TopN 筛选器：可以定义高级筛选器以筛选根据某些度量值排列的前（或后）N 个值，例如，仅在上述视觉
对象中包含前 10 个类别。 这会导致两个查询被发送到基础数据源。 但是，第一个查询会从基础数据源
返回所有类别，然后 TopN 基于返回的结果进行筛选。 具体取决于涉及的列的基数，这可能会导致性能
问题（或由于 1 百万行限制引起的查询失败）。

中值：通常情况下，所有聚合（Sum、Count、Distinct 等）都会被推送到基础数据源。 但这并不适用于中
值，因为基础数据源通常不支持此聚合。 在这种情况下，会先从基础数据源中检索详细数据，然后从返回



诊诊断性能断性能问题问题

确定通确定通过过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发发送的送的查询查询

\<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AnalysisServicesWorkspaces

的结果中计算中值。 当中值在相对较少的结果中计算时，等待时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基数很大，则会发
生性能问题（或由于 1 百万行限制引起的查询失败）。 例如，国家/地区人口的中值可能是合理的，但销售
价格的中值可能不合理。

高级文本筛选器（“contains”和类似筛选器）：当对文本列进行筛选时，高级筛选功能允许使用筛选
器“contains”、“begins with”等筛选器。 对于某些数据源，这些筛选器肯定会导致性能下降。 特别是在真
正需要完全匹配（“is”或“is not”）的情况下，不应使用默认的“contains”筛选器。 尽管结果可能相同（具体取
决于实际数据），但由于使用索引不同，性能可能也会完全不同。

多选切片器：默认情况下，切片器仅允许单选。 允许多选筛选器可能会导致一些性能问题，因为用户在切
片器中选择一组项时（例如，10 个感兴趣的产品），每个新选择都将导致向后端数据源发送查询。 同时用
户可以在查询完成之前选择下一项，这会导致基础源上的额外负载。

考考虑虑关关闭视觉对闭视觉对象上的象上的总计总计：：  表格和矩阵默认显示总计和小计。 在许多情况下，必须将单独的查询发
送到基础源以获取此类总计值。 无论何时使用 DistinctCount 聚合，或在任何情况下在 SAP BW 或 SAP
HANA 上使用 DirectQuery 时，这一条都适用。 如果不需要，应（使用“格式”窗格）关闭此类总计。

本部分介绍如何诊断性能问题，或如何获取更详细的信息以优化报表。

强烈建议在 Power BI Desktop 而不是 Power BI 服务中诊断任何性能问题。 通常情况下，性能问题只取决于基
础数据源的性能水平，因此，在 Power BI Desktop 更加独立的环境中就更容易识别和诊断这些问题，并且可以
一开始就消除某些组件（如 Power BI 网关）。 只有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未发现性能问题时，调查才应关注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细节。

同样，建议先尝试隔离单个视觉对象的任何问题，而不是调查页面上多个视觉对象的问题。

因此，假设已完成这些步骤（如本部分中前面段落所述）- 现在 Power BI Desktop 页面中单个视觉对象仍然缓
慢。 为了确定 Power BI Desktop 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查询，可以查看可能由该数据源发出的跟踪/诊断信息。
此类跟踪还可能包含关于如何执行查询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改进的有用信息。

此外，即使数据源中没有这类跟踪，也可以查看 Power BI 发送的查询及其执行时间，如下所述。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Desktop 会在给定会话期间将事件记录到名为 FlightRecorderCurrent.trc 的跟踪文件
中。

对于某些 DirectQuery 数据源，此日志文件包含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所有查询（将来会包括其余的 DirectQuery
数据源）。 将查询发送到日志的源如下所示：

SQL Server
Azure SQL 数据库
Azure SQL 数据仓库
Oracle
Teradata
SAP HANA

当前用户的 AppData 文件夹中可以找到的跟踪文件：

下面是获取对此文件夹的简单办法：在“Power BI Desktop”中，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然后选择“诊
断”。 将显示以下对话框窗口：



\<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Traces

在“诊断选项”下，选择“打开跟踪文件夹”链接，此时会打开以下文件夹：

导航到该文件夹的父文件夹将显示包含 AnalysisServicesWorkspaces 的文件夹，该文件包含每个打开的 Power
BI Desktop 实例的工作区子文件夹。 这些子文件夹名称中带有整数后缀，例如
AnalysisServicesWorkspace2058279583。

该文件夹内是一个 \Data 子文件夹，其中包含当前 Power BI 会话的跟踪文件 FlightRecorderCurrent.trc。 相关
联的 Power BI Desktop 会话结束时，将删除相应的工作区文件夹。

跟踪文件可以使用 SQL Server Profiler 工具读取，该工具作为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一部分可以
免费下载。 可以从此处获取。

下载并安装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后，运行 SQL Server Profiler。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38290.aspx


若要打开跟踪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AnalysisServicesWorkspaces\AnalysisServicesWorkspace2058279583\Data

1. 在 SQL Server Profiler 中，选择“文件”>“打开”>“跟踪文件”

2. 输入当前打开的 Power BI 会话的跟踪文件路径，如：

3. 打开 FilghtRecorderCurrent.trc

将显示当前会话的所有事件。 注释示例如下所示，其中突出显示了事件组。 每个组具有以下内容：

一个 Query Begin 和一个 Query End 事件，分别表示 UI（例如，从视觉对象，或从在筛选器 UI 中填充值的
列表）生成的 DAX 查询的开始和结束
一对或多对 DirectQuery Begin 和 DirectQuery End 事件，表示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查询（作为评估 DAX 查
询的一部分）。

请注意，可以并行执行多个 DAX 查询，因此来自不同组的事件可能互相交错。 ActivityID 值可以用于确定属于
同一个组的具体事件。



了解了解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发发送的送的查询查询的形式的形式

其他较重要的列如下所示：

TextData：事件的文本详细信息。 对于“Query Begin/End”事件，该内容会是 DAX 查询。 对于“DirectQuery
Begin/End”事件，该内容会是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 SQL 查询。 当前选中事件的 TextData 也显示在底部区域
中。

EndTime：事件完成的时间。
Duration：执行 DAX 或 SQL 查询的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Error：指示是否发生了错误（发生错误时，该事件显示为红色）。

请注意，在上图中，缩小了部分重要性较低的列，以便更容易看到重要性较高的列。

建议使用以下方法捕获跟踪以帮助诊断潜在性能问题：

打开单个 Power BI Desktop 会话（避免多个工作区的文件夹产生混淆）
在 Power BI Desktop 执行一组意向操作。 再执行一些额外的操作，确保将意向操作事件刷新到跟踪文件
中。

打开 SQL Server Profiler 并检查跟踪，如前面所述。 请记住，关闭 Power BI Desktop 时将删除跟踪文件。
此外，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进一步操作将不会立刻显示 – 应关闭跟踪文件并重新打开以查看新事件。
保持较短的单个会话时间（10 秒的操作时间，而不是数百秒的操作时间），使跟踪文件更容易解释（并且因为
跟踪文件的大小有限制，因此在时间很长的会话中可能会丢弃早期事件）。

Power BI Desktop 创建和发送的查询的一般格式会对每个引用的表使用子选项，其中子查询由“查询编辑器”中
定义的查询定义。 例如，假设 SQL Server 中有以下 TPC-DS 表：



请考虑运行以下查询：

该查询将生成下面的视觉对象：



刷新该视觉对象将生成下一段所示的 SQL 查询。 可以看出，Web Sales、Item 和 Date_dim 各有三个子选项，
每个子选项都返回相应表上的所有列，即使实际只有四列被视觉对象引用。 子选项中的这些查询（颜色较深部
分）完全是“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的结果。 对于目前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尚未发现以这种方式使用
子选项会影响性能。 SQL Server 等数据源简化了对其他列的引用。

Power BI 使用此模式的原因之一是，所使用的 SQL 查询可直接由分析师提供，因此可根据“提供”的模式使用，
而无需尝试重写。





后续步骤

本文介绍了所有数据源中常见的 DirectQuery 的各个方面。 某些细节特定于某些数据源。 请参阅以下涵盖特定
数据源的主题：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DirectQuery 和 SAP BW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中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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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本地网关要求

源源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SQL Server 是

Azure SQL 数据库 否

Azure SQL 数据仓库 否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有多个可以连接并访问数据的数据源。 本文介绍了支持称为 DirectQuery 的
连接方法的 Power BI 数据源。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在 Power BI 中，以下数据源支持 DirectQuery：

Amazon Redshift
Azure HDInsight Spark (Beta)
Azure SQL 数据库
Azure SQL 数据仓库
Google BigQuery (Beta)
IBM Netezza (Beta)
Impala（版本 2.x）
Oracle 数据库（版本 12 及更高版本)
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程序服务器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消息服务器 (Beta)
SAP HANA
Snowflake
Spark (Beta)（版本 0.9 及更高版本)
SQL Server
Teradata 数据库
Vertica (Beta)

名称后带有 (Beta) 或（预览）的数据源会发生更改，不支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在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
务务后，这些数据源可能还不受支持，这意味着打开已发布的报表或浏览数据集会导致错误。

(Beta) 与（预览）数据源之间的唯一区别是（预览）数据源必须先要作为预览功能启用，然后才可供使用。 要启用
（预览）数据连接器，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转到“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然后选择“预览功能”。

对 SQL Server 进行 DirectQuery 查询，需要使用当前 Windows 身份验证凭据或数据库凭据进行身份验证，以建立访问。 不
支持使用其他凭据。

下表指定在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本地数据网关是否需要连接到指定的数据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irectquery-data-sources.md


SAP HANA 是

Oracle 数据库 是

Teradata 数据库 是

Amazon Redshift 否

Impala（版本 2.x） 是

Snowflake 是

Spark (Beta)，版本 0.9 及更高版本 在 Power BI 服务中尚不受支持

Azure HDInsight Spark (Beta) 否

IBM Netezza 是

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程序服务器 是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消息服务器 在 Power BI 服务中尚不受支持

Google BigQuery 否

源源 需要网关？需要网关？

后续步骤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DirectQuery 和 SAP BW
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数据源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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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数据源 提供程序提供程序

提供程序的最低版提供程序的最低版

本本 数据源的最低版本数据源的最低版本

受支持的数据源受支持的数据源对对

象象 下下载链载链接接

SQL Server ADO.net（在 .Net
Framework 中构
建）

.NET Framework
3.5（仅限）

SQL Server
2005+

表/视图、标量函
数、表函数

包含在 .NET
Framework 3.5 或
更高版本中

Access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引擎 (ACE)

ACE 2010 SP1 无限制 表/视图 下载链接

Excel（仅限 .xls 文
件）（参见备注 1）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引擎 (ACE)

ACE 2010 SP1 无限制 表、工作表 下载链接

Oracle（参见备注
2）

ODP.NET ODAC 11.2 版本
5 (11.2.0.3.20)

9.x+ 表/视图 下载链接

System.Data.Orac
leClient（在 .NET
Framework 中构
建）

.NET Framework
3.5

9.x+ 表/视图 包含在 .NET
Framework 3.5 或
更高版本中

IBM DB2 来自 IBM 的
ADO.Net 客户端
（IBM 数据服务器
驱动程序包的一

部分）

10.1 9.1+ 表/视图 下载链接

MySQL 连接器/Net 6.6.5 5.1 表/视图、标量函
数

下载链接

PostgreSQL NPGSQL
ADO.NET 提供程
序

2.0.12 7.4 表/视图 下载链接

Teradata 适用于 Teradata
的 .NET 数据提供
程序

14+ 12+ 表/视图 下载链接

SAP Sybase SQL
Anywhere

面向 .NET 3.5 的
iAnywhere.Data.S
QLAnywhere

16+ 16+ 表/视图 下载链接

NOTENOTE

对于每个数据提供程序，Power BI 支持有关对象的特定提供程序版本。 有关适用于 Power BI 的数据源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数据源。 下表描述了这些要求。

扩展名为 .xlsx 的 Excel 文件不需要单独安装提供程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ata-source-prerequisites.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85987&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85987&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72376&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74911&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78885&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82716&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78886&clcid=0x409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24846


NOTENOTE
Oracle 提供程序还需要 Oracle 客户端软件（版本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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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允许用户生成高级查询、模型和实现数据可视化效果的报表。 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以
生成数据模型、创建报表，并通过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共享工作。 Power BI Desktop 可免费下载。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获取 Power BI Desktop，以下部分将介绍这两种方法：

直接下载（在计算机上下载并安装 MSI 包）
作为 Microsoft Store 的应用安装

这两种方法都会将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获取到计算机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存在一些区别，以
下部分将具体介绍。

若要下载最新版 Power BI Desktop，可以依次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的下载图标和“Power BI Desktop”。

还可以在下面的下载页面中下载最新版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下下载载（ 32 位和 64 位版本）。

无论选择哪种下载方式，下载 Power BI Desktop 后，系统便会立即提示你运行安装文件：

Power BI Desktop 会当作一个应用程序进行安装，并在桌面上运行。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get-the-desktop.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NOTENOTE

作为 Microsoft Store 的应用安装

不支持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下载的 (MSI) 版本和 Microsoft Store 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有时称为“并行”安装）。

还可以使用以下链接从 Microsoft Store 获取 Power BI Desktop：

通过 Microsoft Store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从 Microsoft Store 获取 Power BI Desktop 有以下几个优点：

自自动动更新更新  - Windows 自动在后台下载已发布的最新版本，以便始终可以不断更新版本。
较较小下小下载载  - Microsoft Store 可确保只将每次更新中更改的组件下载到计算机，从而减少每次更新的下载量。
不需要管理不需要管理员权员权限限  - 直接下载并安装 MSI 时，必须是管理员，才能成功完成安装。 从 Microsoft Store 获取
Power BI Desktop 时，则不需要管理员权限。
已启用已启用  IT 推出推出  - 可更轻松地部署 Microsoft Store 版本，或向组织中的所有人推出版本，并可通过适用于企
业的 Microsoft Store 提供 Power BI Desktop。
语语言言检测检测  - Microsoft Store 版本包括所有受支持的语言，并在每次启动计算机时查看所使用的语言。 这还会
影响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的模型的本地化；例如，内置日期层次结构将匹配创建 .pbix 文件时 Power BI
Desktop 所使用的语言。

从 Microsoft Store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注意事项和限制：

如果使用 SAP 连接器，可能需要将 SAP 驱动程序文件移动到 Windows\System32 文件夹。
通过 Microsoft Store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的过程不从 MSI 版本复制用户设置。 可能需要重新连接到最新

http://aka.ms/pbidesktopstore


NOTENOTE

NOTENOT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最低要求

数据源并重新输入数据源凭据。

不支持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下载的 (MSI) 版本和 Microsoft Store 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有时称为“并行”安装）。 应先
手动卸载 Power BI Desktop，然后再从 Microsoft Store 下载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版本 Power BI Desktop 与本文中介绍的版本分开安装，并且安装步骤也不同。 若要了解 Power BI
Desktop 的报表服务器版本，请参阅创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报表一文。

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时，将显示欢迎屏幕。

如果用户是首次使用 Power BI Desktop（如果安装不是为了升级），系统会提示填写表单，并回答几道问题，或提
示必须先登录 Power BI 服务，然后才能继续操作。

你可以在此处开始创建数据模型或报表，然后在 Power BI 服务上与他人共享。 请查看文末的详细详细信息信息链接，以
链接到可帮助你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指南。

以下列表提供了运行 Power BI Desktop 的最低要求：

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更高版本
.NET 4.5
Internet Explorer 9 或更高版本
内存内存  (RAM)：：  可用量至少为 1 GB，建议量为 1.5 GB 或以上。
显显示：示：  建议分辨率至少为 1440x900 或 1600x900 (16:9)。 不建议使用如 1024x768 或 1280x800 等较低分辨
率，原因是某些控件（如关闭启动屏幕）需要更高的分辨率才能显示。

Windows 显显示示设设置：置：  如果将显示设置设为将文本、应用和其他项的大小更改为大于 100%，可能看不到某些
必须先关闭或响应才能继续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对话框。 如果遇到此问题，请在 Windows 中依次转
到“设置”>“系统”>“显示”，检查“显示设置”，再使用滑块将显示设置恢复为 100%。



注意事项和限制

"We weren't able to restore the saved database to the model" 

后续步骤

CPU：：  建议为 1 千兆赫 (GHz) 或更快的 x86 或 x64 位处理器。

一些用户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过时版本时遇到类似以下错误：

通常，更新到 Power BI Desktop 的当前版本可解决此问题。

一旦安装了 Power BI Desktop，以下内容可帮助你快速启动和运行：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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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指南

欢迎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入入门门指南指南。 此 Power BI Desktop 简短教学课程能让你熟悉它的运作方式、示范
它的功能以及加速你构建稳固数据模型的能力 - 以令人惊叹的报表增强你的商业智慧工作。

更愿意观看而不是阅读吗？ 欢迎观看我们的入门视频。 如果你想要遵循视频及相匹配的示例数据，则可下载
此示例性 Excel 工作簿。

Power BI Desktop 可让你创建查询、数据连接和报表的集合，轻松地与他人共享。 Power BI Desktop 集成了
经验证的 Microsoft 技术 – 强大的查询引擎、数据建模和可视化效果 – 与在线 Power BI 服服务务无缝配合。

通过将 Power BI Desktop 其中分析师和其他人可以创建功能强大的数据连接、模型和报表）和 Power BI 服服
务务（其中可以共享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因此用户能够查看并与其进行交互）相结合，数据世界的新见解可
以更轻松地建模、生成、共享和扩展。

数据分析师会发现 Power BI Desktop 是个功能强大、有弹性且高度可存取的工具，可以连接和塑造数据世
界、构建稳固的模型以及制作结构良好的报表。

你可以使用好几种方法使用本指南 - 扫描它以取得快速概述，或阅读每一部分以充分了解 Power BI Desktop
的运作方式。

如果你赶时间，可以在几分钟内快速扫视本指南，并且能够判断 Power BI Desktop 的运作方式及其使用方
法。 本指南的大部分内容是以视觉方式演示 Power BI Desktop 的运作方式的画面。

若要更深入了解，你也可以阅读每一部分、执行这些步骤，然后带走你自己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该文件
随时都可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与他人共享。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getting-starte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https://app.powerbi.com/
https://preview.powerbi.com/


NOTENOTE

Power BI Desktop 工作原理

安装并运行 Power BI Desktop

此外，还有一个称作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的 Power BI 独立专业版本，它面向需要在本地保留数据和报表的客户。 与
该专业版本配合使用的，还有一个称作适用于适用于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的器的  Power BI Desktop 的 Power BI Desktop 独
立专业版本，该版本仅适用于 Power BI 的报表服务器版本。 本文介绍标准版 Power BI Desktop。

使用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 连接到数据 （通常多个数据源）， 调整该数据 （使用能生成具洞察力、吸引力
的数据模型的查询），以及使用该模型来 创建报表 （他人可以利用、以其为基础构建并共享）。

按你要求完成步骤后（连接、调整和报表），你可以将工作保存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格式，其扩展名为
.pbix。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可以像其他文件一样共享，但共享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是
将其上传（共享）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

Power BI Desktop 会集中、简化并效率化设计与创建商业智能存储库和报表的程序，这些程序可能是散乱、不
相关且棘手的。

准备好要试一试吗？ 让我们开始吧。

你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 Power BI Desktop，方法是先选择齿轮齿轮图标，然后选择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会当作一个应用程序进行安装，并在桌面上运行。

https://preview.powerbi.com/


当你运行 Power BI Desktop 时，将显示 欢迎 界面。

你可以直接从 欢迎 （左窗格中的链接）界面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查看 最近的数据源最近的数据源  或 打开其他打开其他  报报表表  。 如果关闭该
界面（选择右上角的 x），则会显示 Power BI Desktop 的报报表表视图。



连接到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有三种视图：报报表表视图、数据数据视图和关系关系视图。 Power BI Desktop 还包含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

其会在单独的窗口打开。 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你可以生成查询和转换数据，然后将经过优化的数据模型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并创建报表。

下面的屏幕沿 Power BI Desktop 左侧自上而下显示了三个视图图标：报报表表、数据数据和关系关系。 当前显示的视图以
左侧的黄色条表示。 在此示例中，当前显示了报报表表视图。 你可以通过选择这三个图标的任意一个更改视图。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后，你就可以连接到数据、调整数据以及生成报表（通常是依此顺序）。 在下面几部分
中，我们会依次介绍每一项。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后，你就可以连接到持续扩展的数据世界。 查询窗口中有 各种 可用的数据源。 下图
显示了如何连接到数据，通过选择开始开始功能区，然后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更多更多。



在此快速教程中，我们将连接到几个不同的 Web 数据源。

假设你即将退休 – 你想要住在很多阳光、税制合理且具有良好医疗卫生的地方 - 或者也许你是数据分析师，你
想要该信息来帮助你的客户。 例如，你可能希望帮助太阳镜零售商达到最晴朗区域的销售量。

无论如何，下列 Web 资源具有关于这些话题的相关和详细数据：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Web 并粘贴地址。

选择确定确定后，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查询功能就会开始运行。 查询会联系 Web 资源，导导航器航器窗口将返回它在
此网页上找到的信息。 在本例中，它找到一个表格（ 表格 0 ）和整个 Web 文档。 我们对该表有兴趣，因此我们
从列表中选择它。 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会显示预览。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从窗口底部选择编辑编辑，先编辑查询再加载表，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加载表。

选择编辑编辑后，查询编辑器就会启动并且会呈现表的代表视图。 会显示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若未显示，可以从功能区

选择视图视图，然后依次选择显显示示  > 查询设查询设置置来显示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 以下是其外观。

有关连接到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数据。



调整和合并数据

调整数据

下一部分，我们将调整数据，使其满足我们的需求。 调整连接数据的过程被称为 调整 数据。

由于我们已经连接到数据源，我们需要调整数据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有时候调整意味着 转换 数据，例如重命
名列或表格、将文字更改为数字、删除行、将第一列设置为标题列等。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器除能在功能区中提供可用的工作，还能够充分利用右键菜单。 大部分可
在转换转换功能区选择的内容也可通过右键单击项目（如某列）并从所显示的菜单中进行选择。

如果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调整数据，你将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加载并呈现数据时提供分步说明（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将为你执行

此操作）以调整数据。 原始数据源不受影响，将仅调整或 整理 这一特定的数据视图。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会记录你指定的步骤（如重命名表格、转换数据类型或删除列），且每当此查询连接到数据源时，

都会执行这些步骤，因此数据将始终按你指定的方式进行调整。 每当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查询时，
或任何人使用你的共享查询（在如 Power BI 服务上）时，都会进行过程。 这些步骤是在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下查询设查询设

置置窗格中按顺序进行捕获的。

下图显示已调整查询的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我们将于接下来几个段落中逐一说明每个步骤。

让我们回到退休数据（退休数据是我们通过连接到 Web 数据源找到的），并调整数据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对于初学者，大部分评分都是以整数带入至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但并非全都如此（一个列包含了文本和数字，因此它

不会自动转换）。 而我们需要该数据为数字。 没问题 – 只要右键单击数据列标题，然后选择更改更改类类型型  > 整整
数数来更改数据类型。 如果我们需要选择多个数据列，可以先选择数据列然后再按住 Shift，选择其他相邻的数
据行，然后右键单击数据列标题以更改所有选择的数据列。 你也可以使用 Ctrl 选择非相邻的数据列。



你还可以使用 转换转换  功能区，将那些数据列从文本更改或 转换 为标题。 转换转换功能区显示如下，其中箭头指
向数据数据类类型型按钮，可用于将当前数据类型转换成其他数据类型。

注意，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中，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会反映已做的更改。 如果要删除调整过程中的任何步骤，只需选择该步骤，
然后选择步骤左边的 X。



合并数据

我们需要再做一些更改，让查询位于我们想要的位置：

删除第一列 – 不需要此列，它仅包含指出“查看你所在州的退休评级”的重复行，这是此数据源成为基于
Web 的表格的项目

修复一些错误 – 在网页上，有一列有混合数字的文字（某些州结合在一个类别中）。 其在该网站上运作很
好，但并不适合我们的数据分析。 （在此示例中）错误很容易修复，并显示了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及其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中

一些很棒的特性和功能。

更改表格名称 - 表格表格  0不是有用的描述符，但更改它很简单

每个步骤都演示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调整和合并数据**。 欢迎参阅该页面，或继续阅读这份文档，了
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下一部分会在应用上述更改之后继续。

有关各州的那份数据很有趣，而且适用于生成其他分析工作和查询。 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多数数据使用两个字
母的州名代码缩写，而不是该州的完整名称。 我们需要某种方式来建立州名及其缩写的关联。

我们很幸运：有另一个公共数据源可执行该项工作，但还需要进行相当多的调整，才能连接到我们的退休表。

以下是州名缩写的 Web 资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_abbreviations

从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的开始开始功能区，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Web 并键入地址，选择确定确定，导导航器航器窗口将显示它在此网
页上找到的信息。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S._state_abbreviations


我们选择编辑编辑表表，因为它包含我们想要的数据，但它需要大量调整才能将表格中的数据削减到所需数据。 每
个步骤都演示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调整和合并数据**。 汇总这些步骤，下面是我们要执行的操作：

选择编辑编辑，然后：

删除前两行 – 它们是创建网页表格所产生的，不是所需的行。

删除底部的 26 行 – 它们全是地区，无需包含在内。

筛选出华盛顿特区 – 退休统计数据的表不包含华盛顿特区，因此我们从列表中将其排除。

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列 – 只需将州映射到其两个字母的官方缩写，因此可以删除其他数据列。

NOTENOTE

将第一行用作标题 - 由于已删除前 3 行，所以当前的首行就是所需的标题。

此时非常适合指出：查询编辑器所应用步骤的序列是至关重要的，可能会影响数据调整的方式。 同时也必须考虑
一个步骤对另一个后续的步骤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从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中删除一个步骤，则由于查询中步骤顺序

的影响，后续步骤可能不会按原本所期望的方式进行。

重命名列和表格本身 – 通常会有几种方式可以重命名列，你可以选择你偏好的方式。

调整 StateCodes 表格后，我们可以将这两个表或查询合并成一个。由于当前具有的表格是我们对数据应用查
询的结果，因此它们通常称为 查询 。

有两种主要方法可合并查询 – 合并 和 追加 。

当你有一列或多列要添加到另一个查询时，你可合并合并这些查询。 当你有其他列要添加到现有查询时，你可追追
加加查询。



本例中，我们要合并查询。 首先，我们选择想让其他查询合并 进去 的查询，然后从功能区的 开始开始  选项卡中选
择 合并合并查询查询  。

将显示合并合并窗口，提示我们选择想要合并到所需表中的表格，然后选择要用于合并的匹配列。 从
RetirementStats 表（查询）中选择 州 ，然后选择 StateCodes 查询（本例中很简单，因为仅有一个其他查询 - 在
连接到多个数据源时，存在可从中选择的多个查询）。 在选择正确的匹配列时（ RetirementStats 中的 州 ，
StateCodes 中的 州名 ）， 合并合并  窗口如下所示，且 确定确定  按钮已启用。

在查询的结尾会创建 NewColumn，它是与现有查询合并的表（查询）内容。 来自合并查询的所有列均压缩到
NewColumn 中，但可选择展开展开表格并包含所需的任意列。 若要展开合并的表格，并选择要包含的列，请选
择展开图示 ( )。 展开展开窗口随即出现。



NOTENOTE

在此示例中，我们只需要 州代码 列，因此仅选择此列，然后选择 确定确定  。 清除 使用原始列名作使用原始列名作为为前前缀缀  ，因为
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它，如果我们保留选择它，则合并的列将命名为 NewColumn.State Code （原始列名，或
NewColumn ，然后接一个点，再接要带入查询的列名）。

想尝试了解如何引入此 NewColumn 表吗？ 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不喜欢结果，只需从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中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列

表删除该步骤，你的查询便会回到应用展开展开步骤之前的状态。 这就像是个自由重做的机会，你可以不限次数地任意执
行，直到展开过程看起来是你要的方式为止。

我们现在有合并两个数据源的单一查询 （表格），其中每个数据源都已经过调整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此查询可
以作为许多其他相关数据连线的基础 – 例如任何州的住房成本统计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或工作机会。

有关每个调整及合并数据步骤的更完整说明，请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在 Power BI Desktop 内创建一些相关报表。 由于这是一个里程碑，让我们保
存该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 我们称它为 Power BI Desktop 入入门门。 若要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应用更改，并将其

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请从开始开始功能区选择关关闭闭并并应应用用。



生成报表

加载表格之后可以进行其他更改，而且你可以重新加载模型来应用所做的任何更改。 但是目前这样就够了。
在 Power BI Desktop 报报表表视图中，你可以开始生成报表。

报报表表视图具有五个主要区域：

1. 功能区，用于显示与报表和可视化效果相关联的常见任务

2. 报报表表视图或画布，可在其中创建和排列可视化效果

3. 底部的页页面面选项卡，用于选择或添加报表页

4. 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你可以在其中更改可视化效果、自定义颜色或轴、应用筛选器、拖动字段等

5. 字段字段窗格，可在其中将查询元素和筛选器拖到报报表表视图，或拖到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的筛选筛选器器窗格

通过选择边缘的小箭头，可以折叠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和字段字段窗格，以便在报报表表视图中提供更多空间以生成炫酷的可

视化效果。 修改可视化效果时，你会看到这些箭头朝上或朝下，这意味着你可以相应展开或折叠该部分。



若要创建可视化效果，只需将字段从字段字段列表拖到报报表表视图即可。 在此示例中，我们来拖动 RetirementStats
中的 州 字段，看看会发生什么。

看一下...Power BI Desktop 自动创建了基于地图的可视化效果，因为它识别到 州 字段包含地理位置数据。

注意，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可视化效果，而且在那些图示下方的区域中，可以将字段拖

至不同区域以应用图例，或修改可视化效果。



快进一点看看报报表表视图在添加了一些可视化效果以及新报表页面之后的外观。 有关报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视图。

报表第一页提供的是基于 总体排名 的数据分析。 当我们选择一个可视化效果，字段和字段和筛选筛选器器窗格将显示所

选字段和可视化效果的结构（字段应用到共享共享轴轴、列列值值和行行值值）。

该报表有 6 页页，每一页都以可视方式显示了数据的某些元素。

1. 如上所示的第一页显示了基于 总体排名 的所有州。
2. 第二页侧重于基于 总体排名 的前十个州。
3. 在第三页中，显示生活成本最高的前 10 个州（及相关联的数据）。
4. 第四页的重点是天气，筛选为 15 个最晴朗的州。
5. 第五页绘制排名靠前的 15 个州的社区福利图表并将其可视化。



共享工作

6. 最后一页，可视化犯罪统计数据，显示最佳（和最差）的 10 个州。

下面是着重于生活成本的报表页面外观。

你可以创建各种相关报表和可视化效果。

由于我们已经有相当完整的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我们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上与他人共享。 有几种方法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共享你的工作。 你可以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直接从 Power BI 服务上传 .pbix
文件，或保存 .pbix 文件，然后就像任何其他文件一样发送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从开始开始功能区选择发发布布。

系统可能会提示你登录到 Power BI。



当你登录并完成此发布过程后，你将看到以下对话框。

当登录到 Power BI 时，你将在该服务的仪仪表板表板、报报表表和数据集数据集区域看到你刚加载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另一种共享工作的方式是从 Power BI 服务内加载它。 以下链接将在浏览器中显示 Power BI 服务：

https://app.powerbi.com

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开始加载 Power BI Desktop 报表。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页面随即出现，你可以从中选择从何处获取你的数据。 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从文件文件框获获取取。



文件文件视图随即出现。 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 本地文件本地文件。

选择该文件后，Power BI 将上传文件。



该文件上传后，你可以选择从 Power BI 服务左窗格中的报报表表选择该文件。

Power BI 服务会显示报表的第一页。 沿页面的底部，你可以选择任意选项卡以显示该报表的页面。



你可以通过从报表画布上方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对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做出更改。

若要保存报表，请从服务中选择文件文件  > 另存另存为为。 你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从你的报表创建各种有趣的视
觉对象，并可以将该报表固定到 仪表板 。 若要了解有关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的详细信息，，请请参参阅阅有关有关
设计设计出色的出色的仪仪表板提示表板提示。

保存后，选择主页上的共享共享图标。



诊断

后续步骤

你可以在这里向你的同事发送电子邮件，与他们共享仪表板。

有关创建、共享和修改仪表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共享仪表板。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来制作各种与数据相关的混搭和可视化效果。 有关详细信
息，请查看下一部分。

Power BI Desktop 支持连接到诊断端口。 诊断端口允许连接到其他工具并执行跟踪以进行诊断。 不支持对模
型进行任何更改！更改模型可能会导致损坏和数据丢失。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2018/8/16 • • Edit Online

连接到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窗口时，可执行很多常用任务。 本文档演示了这些常见的任务，并提供其
他信息的链接。

本文展示了下列常见查询任务：

连接到数据

调整和合并数据

行分组

列透视

创建自定义列

查询公式

我们将使用几个数据连接来完成这些任务。 如果你想要自己逐步完成这些任务，可下载或连接到数据。

第一个数据连接是 Excel 工作簿，可以从此链接下载该工作簿。 另一个是可从此处进行访问的 Web 资源（还用于
其他 Power BI Desktop 帮助内容）：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常见查询任务首先就是连接到这两个数据源所必需的步骤。

若要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请从功能区上的开始开始选项卡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按钮。 Power BI Desktop 将
显示一个含有最常见数据源的菜单。 对于 Power BI Desktop 可连接到的数据源的完整列表，请选择菜单底部
的更多更多 ... 按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mmon-query-tasks.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5/7/0/5701F78F-C3C2-450C-BCCE-AAB60C31051D/PBI_Edu_ELSi_Enrollment_v2.xlsx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sktop-data-sources


首先，选择 Excel 并导航到该工作簿，然后将其选中。 查询将检查该工作簿，然后呈现在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中找到的数
据。



调整和合并数据

在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中之前，可选择 编辑编辑  或 调整 来调整数据。 在处理想要在加载前进行削减的
大型数据集时，先编辑查询再加载尤其有用。 我们想要执行此操作，因此选择编辑编辑。

连接到不同类型的数据同样简单。 我们还想要连接到 Web 资源。 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更多更多 ...，然后选择其他其他  >
Web。

自网站自网站窗口随即出现，可在其中键入网页的 URL。

选择确定确定；和以前一样，Power BI Desktop 将检查工作簿，并呈现其在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中找到的数据。

其他数据连接与此类似。 如果需要身份验证才能建立数据连接，Power BI Desktop 将提示你提供相应凭据。

有关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数据的分步演示，请参阅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sktop-connect-to-data


可使用查询编辑器轻松地调整和合并数据。 本部分包括几个有关数据调整方式的示例。 有关如何调整和合并数
据的更完整演示，请参阅 使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调整和合并数据整和合并数据。

上一节中，我们连接到两组数据 – Excel 工作簿和 Web 资源。 在“查询编辑器”中加载后，我们将看到以下结果，其
中选中了网页中的查询（取自“查询编辑器”窗口左侧的“查询”窗格内列出的可用查询）。

在调整数据时，可将数据源转换为满足你需求的形式和格式。 此情况下不需要名为 标题 的第一列，因此将其删
除。

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可在功能区和上下文相关的右键单击菜单中找到许多命令。 例如，在右键单击“标题”列时，显
示的菜单将允许删除此列。 还可选中此列，然后选择功能区中的“删除列”按钮。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sktop-shape-and-combine-data


行分组

还有多种方式可用于调整此查询中的数据；可从顶部或底部删除任意数量的行；可添加列、拆分列、替换值，并执

行其他调整任务以指示查询编辑器按所需方式获取数据。

在查询编辑器中，可将多个行中的值聚集为单个值。 在汇总所提供的产品数、总销售额或学生计数时，这会很有
用。

在此示例中，我们对教育注册数据集中的行进行分组。 数据来自 Excel 工作簿，并已在查询编辑器中进行调整以
仅获取所需的列、重命名表格并执行一些其他转换。

我们来了解一下每个州有多少机构（这包括学区和其他教育机构，如区域服务学区等）。 选择 州缩写 列，然后选
择 转换转换  选项卡中的 分分组组依据依据  按钮或功能区的 开始开始  选项卡（这两个选项卡中都有 分分组组依据依据  ）。



分分组组依据依据… 窗口随即出现。 当查询编辑器对行进行分组时，它会创建一个新列，将分分组组依据依据结果置于其中。 可
按照以下方式调整分分组组依据依据操作：

1. 分组依据 – 这是要进行分组的列；查询编辑器将选择所选列，但可在此窗口中将其更改为表中的任意列。
2. 新列名 – 查询编辑器基于它对要进行分组的列所应用的操作，为新列建议一个名称；但也可将新列命名为所需
的任何名称。

3. 操作 – 在此处指定查询编辑器将应用的操作。
4. 添加分组和添加聚合 – 选择“高级”选项后，将显示这些选项。 可对多个列执行分组操作（分组依据操作）和执行
多个聚合，全在“分组依据”窗口中一次性完成。 查询编辑器将创建在多个列上操作的新列（基于此窗口内的所
选内容）。

选择“添加分组”或“添加聚合”按钮，向“分组依据”操作添加更多分组或聚合。 可依次选择“...”图标和“删除”来删除分
组或聚合，因此继续尝试操作一下，看看它如何显示。

在选择确定确定时，查询将执行分分组组依据依据操作并返回结果。 哟，看看这个 – 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和加
利福尼亚州，现在每个都有 1,000 多个机构！



列透视

此外，借助查询编辑器，可通过选择刚刚完成的步骤旁边的 X 随时删除最后一次调整操作。 因此前去试一下，如
果结果不合你意，可恢复此步骤，直到查询编辑器恰好按所需的方式调整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对列进行透视，并创建包含某列中每个唯一值的聚合值的表格。 例如，如果需要知道
在每个产品类别中具有多少种不同的产品，可快速创建一个表来精确执行此操作。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以下产产品品表已调整为仅显示每个唯一产品（按名称）以及每种产品所属的类别。 若要新建一
个表格来显示每个类别的产品计数（基于 CategoryName 列），请选中该列，然后在功能区上选择转换转换选项卡
的透透视视列列。



“透视列”窗口随即出现，显示哪一列的值将被用于创建新列 (1)，并且在展开“高级选项” (2) 时，可选择将应用于聚
合值 (3) 的函数。

当选择确定确定时，查询将根据透透视视列列窗口中提供的转换说明显示表。



创建自定义列

在查询编辑器中，可创建对表中多个列进行操作的自定义公式，然后将此类公式的计算结果放入新的（自定义）列

中。 查询编辑器可轻松创建自定义列。

在查询编辑器的功能区上，从“添加列”选项卡中选择“自定义列”。

将显示以下窗口。 在下例中，我们创建名为 Percent ELL 的自定义列，该列计算为英语学习者 (ELL) 的学生总数的
百分比。



查询公式

如同查询编辑器中应用的任何其他步骤一样，如果新的自定义列不提供你要查找的数据，则只需通过选择已添加已添加

自定自定义义步骤旁边的 X，从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的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部分中删除该步骤。

可编辑查询编辑器生成的步骤，还可创建自定义公式，从而精确地控制到数据的连接和调整操作。 每当查询编辑
器对数据执行操作时，公式公式栏栏中都会显示与操作关联的公式。 若要查看公式公式栏栏，请在功能区的查查看看选项卡中选
择公式公式栏栏旁边的复选框。



查询编辑器将每个查询的所有已应用步骤保存为可查看或修改的文本。 可使用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查看或修改任何查询

的文本；在功能区的查查看看选项卡中选择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时，即会显示该编辑器。

下面来看看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它显示了与 USA_StudentEnrollment 查询关联的查询步骤。 这些步骤是使用 Power
Query 公式语言（通常称为 M）进行创建的。相关信息，请参阅了解 Power 查询公式。 若要查看语言规范本身，请
参阅 Microsoft Power Query for Excel 公式语言规范。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Learn-about-Power-Query-formulas-6bc50988-022b-4799-a709-f8aafdee2b2f?ui=en-US&rs=en-US&ad=US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20633


Power BI Desktop 提供了一组全面的公式类别。 有关详细信息和所有查询编辑器公式的完整参考，请访问 Power
Query 公式类别。

查询编辑器的公式类别如下所示：

数字

文本

逻辑

日期

时间

日期时间

时区

持续时间

记录

常量

信息

转换和格式设置

格式

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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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数

信息

文本比较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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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资格

转换

信息

转换

https://support.office.com/en-in/article/Power-Query-formula-categories-125024ec-873c-47b9-bdfd-b437f8716819


后续步骤

列表

表

值

算术运算

参数类型

元数据

访问数据

URI
二进制格式

二进制

行

表达式

函数

错误

比较器

拆分器

组合器

替换器

类型

所选内容

序列化

信息

所选内容

转换

成员资格

Set 运算
排序

平均值

相加

数值

生成器

构造表

转换

信息

行操作

列操作

成员资格

读取数字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和管理关系
2018/8/2 • • Edit Online

在加载期间自动检测

使用自动检测功能创建关系

手动创建关系

导入多个表时，你很可能要使用所有这些表中的数据来执行一些分析。 为准确计算结果并在报表中显示正确信
息，这些表格之间的关系是必需的。 Power BI Desktop 可轻松创建这些关系。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需执
行任何操作，自动检测功能将替你执行。 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自行创建关系，或者可能需要对关系进行一
些更改。 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必要了解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及其创建和编辑方式。

如果你同时查询两个或多个表格，则在加载数据时，Power BI Desktop 将尝试为你查找并创建关系。 将自动设置
基数、交叉筛选方向和活动属性。 Power BI Desktop 查看表格中你正在查询的列名，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潜在关
系。 若存在，则将自动创建这些关系。 如果 Power BI Desktop 无法颇有自信地确定存在匹配项，则不会自动创建
关系。 你仍可使用“关系关系”对话框来创建或编辑关系。

在开始开始选项卡上，单击管理关系管理关系  > 自自动检测动检测。

1. 在开始开始选项卡上，单击管理关系管理关系  > 新建新建。
2. 在创创建关系建关系对话框的第一个表格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表格，然后选择要在关系中使用的列。

3. 在第二个表格下拉列表中，选择另一个要在关系中使用额表格，再选择要使用的其他列，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reate-and-manage-relationships.md


编辑关系

配置其他选项

基数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Desktop 会自动配置新关系的基数（方向）、交叉筛选器方向和活动属性；但必要时，可对其
进行更改。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了解其他选项”部分。

请注意：如果为关系选择的表均没有唯一值，会显示一条错误：其中一列必须有唯一值。 关系中至少有一个表必须
具有密钥值的不同的唯一列表，该列表是对所有关系数据库技术的常见要求。

如果遇到此错误，可采用以下方式修复：

使用“删除重复行”创建具有唯一值的列。 此方法的缺点是删除重复行时信息会丢失，而通常重复行是有用的。
将包含不同密钥值列表的中间表添加到模型，该模型会链接到关系中的两个原始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博客文章，该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1. 在开始开始选项卡上，单击管理关系管理关系。

2. 在管理关系管理关系对话框中，选择关系，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创建或编辑关系时，可配置其他选项。 默认情况下，会根据最佳估计自动配置其他选项。 基于列中的数据，每个关
系的此类选项可能不同。

多多对对一一  (*:1) - 这是最常见的默认类型。 这意味着一个表中的列可具有一个值的多个实例，而另一个相关表（常称
为查找表）仅具有一个值的一个实例。

一一对对一一  (1:1) -这意味着一个表中的列仅具有特定值的一个实例，而另一个相关表也是如此。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cansql/2016/12/19/relationships-in-power-bi-fixing-one-of-the-columns-must-have-unique-values-error-message/


交叉筛选器方向

使此关系可用

了解关系

TIPTIP

工作工作单单 提交者提交者 小小时时数数 项项目目 提交日期提交日期

1001 Brewer, Alan 22 蓝色 2013/1/1

1002 Brewer, Alan 26 红色 2013/2/1

1003 Ito, Shu 34 黄色 2012/12/4

1004 Brewer, Alan 13 橙色 2012/1/2

1005 Bowen, Eli 29 紫色 2013/10/1

1006 Bento, Nuno 35 绿色 2013/2/1

有关何时更改基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了解其他选项”部分。

双向双向  - 这是最常见的默认方向。 这意味着为进行筛选，两个表均被视为如同是一个表。 这非常适用于其周围具有
多个查找表的单个表。 例如，具有部门查找表的实际销售额表。 这通常称为星型架构配置（一个具有多个查找表的
中心表）。但是，如果你的两个或更多表格也具有查找表（部分查找表共有），则“双向”设置不适合。 继续讲之前的示
例，在本例中你还一个预算销售表，它记录了每个部门的目标预算。 并且，部门表格同时连接到标售表和预算表。
对于这种配置，请避免“双向”设置。

单单向向  - 这意味着连接表中的筛选选项适用于将求值总和的表格。 如果你在 Excel 2013 或更早的数据模型中导入
了 Power Pivot，则所有关系都将具有单个方向。

有关何时更改交叉筛选器方向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了解其他选项”部分。

勾选后，这意味着此关系用作活动的默认关系。 如果两个表格之间存在多个关系，则 Power BI Desktop 可通过活
动关系自动创建包含这两个表的可视化效果。

有关何时激活特定关系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的“了解其他选项”部分。

使用一种关系将两个表连接在一起之后，就可如同单个表一样使用两个表中的数据，从而无需担忧关系详细信

息，也不必在导入前将这些表合并成单个表。 很多情况下，Power BI Desktop 可自动为你创建关系，因此甚至可能
无需再自行创建这些关系。 但如果 Power BI Desktop 无法颇有自信地确定两个表之间存在关系，则不会自动创建
关系。 在此情况下，将需要由你来创建关系。

我们稍微来演示一下，以更好地向你展示关系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进行操作。

用户可自行学完此课程。 将下方的 ProjectHours 表复制到 Excel 工作表中，选择全部单元格，然后单击插入插入  > 表格表格。 在创创建建
表格表格对话框中，只需单击确定确定即可。 然后在表名表名中，键入 ProjectHours。 对 CompanyProject 表执行相同的操作。 然后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来导入数据。 选择工作薄和表格作为数据源。

第一个表 (ProjectHours) 是记录了某位员工在特定项目上工作的小时数的工作单记录。

ProjectHours



1007 Hamilton, David 10 黄色 2013/10/1

1008 Han, Mu 28 橙色 2012/1/2

1009 Ito, Shu 22 紫色 2013/2/1

1010 Bowen, Eli 28 绿色 2013/10/1

1011 Bowen, Eli 9 蓝色 2013/10/15

工作工作单单 提交者提交者 小小时时数数 项项目目 提交日期提交日期

项项目名称目名称 优优先先级级

蓝色 A

红色 B

绿色 C

黄色 C

紫色 B

橙色 C

第二个表 (CompanyProject) 列举了具有所配优先级（A、B 或 C）的项目。

CompanyProject

请注意，每个表都具有一个项目列。 每个列的命名略有不同，但其值看起来相同。 这很重要，我们呆会儿将回到这
一点。

我们向一个模型导入了两个表，接下来创建报表。 首先我们要获取的是由项目优先级提交的小时数，因此选择字
段中的优优先先级级和小小时时数数。

如果在报表画布中查看表格，会看到每个项目的小时数均为 256.00，这也是总数。 显然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这
是因为如果这两个表之间不存在关系，则不能由一个表中的值（CompanyProject 表中的优先级）切分另一个表中
的值（ProjectHours 表中的小时数）来计算后者值的总数。

因此，让我们在这两个表之间创建一个关系。

还记得两个表中具有项目名称但其值看似相似的那些列吗？ 我们将要使用这两列来创建表格之间的关系。



若要若要创创建新关系建新关系

为什么是这些列？ 嗯，如果查看 ProjectHours 中的项目列，可看到蓝色、红色、黄色、橙色等。 事实上，显示了多
个具有相同值的行。 项目实际上具有多个颜色值。

如果查看 CompanyProject 表中的项目名称列，可看到每个项目仅具有一个颜色值。 这个表中的每个颜色值都是
唯一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可在这两个表之间创建关系。 此情况下，可创建多对一的关系。 在多对一的关系
中，一个表中至少有一个列必须包含唯一值。 某些关系具有一些其他选项，我们将稍后探讨这一点；但现在，让我
们来为每个表创建一个项目列之间的关系。

1. 单击管理关系管理关系。

2. 在管理关系管理关系中，单击新建新建。 这将打开“创建关系”对话框，可在其中选择表格、列以及要用于关系的任意其他设
置。

3. 在第一个表中，选择 ProjectHours，然后选择项项目目列。 这是关系中的多方。
4. 在第二个表中，选择 CompanyProject，然后选择项项目名称目名称列。 这是关系中的单方。
5. 继续操作并单击创创建关系建关系和管理关系管理关系这两个对话框中的确定确定。

为了完全展示，你实际上以复杂的方式创建了这一关系。 你其实只需单击“管理关系”对话框中的“自动检测”按钮。
事实上，如果两个列的名称相同，则在加载数据时，自动检测功能就已为你执行了此操作。 但，其中面临的挑战是
什么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报表画布中的表格。



了解其他选项

将来更新数据需要其他基数

已批准的已批准的项项目目 预预算分配算分配 分配日期分配日期

蓝色 40,000 2012/12/1

红色 100,000 2012/12/1

绿色 50,000 2012/12/1

项项目目 优优先先级级

蓝色 A

它现在整体看起来好得多，不是吗？

按优先级汇总小时数时，Power BI Desktop 将查询 CompanyProject 查找表中唯一颜色值的每个实例，然后查询
CompanyProject 表中这些值的每个实例，最后计算每个唯一值的总和。

事实上，如果使用自动检测功能，则非常容易，可能甚至无需执行此操作。

使用自动检测功能或手动创建关系时，Power BI Desktop 将基于表格中的数据自动配置其他选项。 可在“创建/编
辑关系”对话框的底部配置这些其他关系属性。

正如我们所言，这些选项通常会自动设置，无需你的参与；但是，存在很多你可能想要自行配置这些选项的情况。

通常，Power BI Desktop 可自动确定用于关系的最佳基数。 如果由于知道数据将在未来更改，而确实需要重写自
动设置，则可在基数控件中将其选中。 我们来看一个需要选择其他基数的示例。

下方的 CompanyProjectPriority 表列出了所有公司项目及其优先级。 而 ProjectBudget 表是一组其预算已获批准
的项目。

ProjectBudget

CompanyProjectPriority



红色 B

绿色 C

黄色 C

紫色 B

橙色 C

项项目目 优优先先级级

项项目目 优优先先级级 预预算分配算分配 分配日期分配日期

蓝色 A 40,000 2012/12/1

红色 B 100,000 2012/12/1

绿色 C 50,000 2012/12/1

黄色 C

如果在 CompanyProjectPriority 的项目列和 ProjectBudget 表的获准项目列之间创建一个关系，如下所示：

基数将自动设置为一对一 (1:1)，交叉筛选设为“双向”（如图所示）。 这是因为对于 Power BI Desktop，这两个表的
最佳组合如下所示：



紫色 B

橙色 C

项项目目 优优先先级级 预预算分配算分配 分配日期分配日期

已批准的已批准的项项目目 预预算分配算分配 分配日期分配日期

蓝色 40,000 2012/12/1

红色 100,000 2012/12/1

绿色 50,000 2012/12/1

蓝色 80,000 2013/6/1

红色 90,000 2013/6/1

项项目目 优优先先级级 预预算分配算分配 分配日期分配日期

蓝色 A 40,000 2012/12/1

红色 B 100,000 2012/12/1

绿色 C 50,000 2012/12/1

黄色 C

紫色 B

橙色 C

蓝色 A 80000 2013/6/1

红色 B 90000 2013/6/1

为一组复杂的表和关系调整交叉筛选器方向

这两个表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原因是组合表的项目列中没有重复值。 项目列是唯一的，因为每个值仅出现一
次，因此这两个表中的行可直接合并且无任何重复项。

但是，假设你知道在下次刷新数据时，此数据会进行更改。 对于蓝色和红色项目，刷新后的 ProjectBudget 表现具
有其他行：

ProjectBudget

这意味着实际上，这两个表的最佳组合现如下所示：

在这个新的组合表中，项目列具有重复值。 刷新表格后，两个原始表将不再具有一对一的关系。 此情况下，由于我
们知道将来的这些更新将导致项目列出现重复项，因此想要将基数设置额外多对一 (*:1)，其中多方位于
ProjectBudget 表上，而单方位于 CompanyProjectPriority 表上。

对于大多数关系，交叉筛选方向均设置为“双向”。 但在某些更不常见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将其设置为非默认值，
例如如果你正在从较旧版本的 Power Pivot 中导入模型，而该版本中每个关系均设置为单向。



通过“双向”设置，Power BI Desktop 可将连接表的所有方面均视为如同是一个表。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Power BI
Desktop 无法将关系的交叉筛选方向设置为“双向”，同时还会保留一组可用于报表且语义不明的默认值。 如果关
系的交叉筛选方向未设置为“双向”，这通常是因为它造成了多义性。 如果默认的交叉筛选设置不适用于你，请尝试
将其设置为特定表格或“双向”。

单向交叉筛选适用于很多情况。 事实上，如果你在 Excel 2013 或更早版本中导入 Power Pivot 中的模型，则所有关
系均将设置为单向。 单向是指连接表中的筛选选项适用于将进行聚合操作的表格。 有时，交叉筛选可能有点难以
理解，因此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通过单向交叉筛选，如果你创建一个可汇总项目小时数的报表，则可选择按 CompanyProject 的优先级还是
CompanyEmployee 的城市进行汇总（或筛选）。 但如果你想计算每个项目的员工数（不太常见的问题），则不适
用。 你将获取完全相同的一列值。 在下例中，两个关系的交叉筛选方向均设置为单向 - 指向 ProjectHours 表：

筛选器规范将从 CompanyProject 流向 CompanyEmployee（如下图所示），但不会抵达 CompanyEmployee。 但若
将交叉筛选方向设置为“双向”，则会起作用。 “双向”设置使筛选器规范可抵达员工。



通过将交叉筛选方向设置为“双向”，报表现正确显示：

双向交叉筛选非常适合类似于上述模式的表格关系模式。 这通常称为星型架构，如下所示：

交叉筛选不太适合数据库中常有的更常规模式，比如以下关系图中的模式：



错误的活动关系

工作工作单单 开具者开具者 提交者提交者 小小时时数数 项项目目 提交日期提交日期

1001 Perham, Tom Brewer, Alan 22 蓝色 2013/1/1

1002 Roman, Daniel Brewer, Alan 26 红色 2013/2/1

1003 Roth, Daniel Ito, Shu 34 黄色 2012/12/4

1004 Perham, Tom Brewer, Alan 13 橙色 2012/1/2

1005 Roman, Daniel Bowen, Eli 29 紫色 2013/10/1

1006 Roth, Daniel Bento, Nuno 35 绿色 2013/2/1

如果你具有与此类似的表格模式，则交叉筛选会创建一组语义不明的关系。 例如，如果你求取 TableX 中某个字段
的总和，然后选择按 TableY 中的某个字段进行筛选，则不清楚筛选器应如何流动，是通过顶部表还是底部表进行
流动。 这种模式的一种常见示例是 TableX 为具有实际销售额数据的销售表，而 TableY 具有预算数据。 则中间的
表格是这两个表所用的查找表，如部门或地区。

和活动/非活动关系一样，如果会导致报表的多义性，则 Power BI Desktop 不允许将关系设置为“双向”。 有多种不
同的方式可处理此问题，下面是最常见的两种方式：

删除关系或将其标记为“非活动”，以减少多义性。 然后，可能就能够将关系的交叉筛选设置为“双向”了。
导入表格两次（第二次使用其他名称）以消除循环。 这会产生类似于星型架构的关系模式。 借助星型架构，所有
关系均可设置为“双向”。

Power BI Desktop 自动创建关系时，有时会在两个表之间遇到多个关系。 发生此情况时，仅其中一个关系会设置
为“活动”。 活动关系用作默认关系，因此在从两个不同的表中选择字段时，Power BI Desktop 可自动为你创建可视
化对象。 但在某些情况下，自动选定的关系可能是错误的。 可使用“管理关系”对话框将关系设置为“活动”或“非活
动”，或者可在“编辑关系”对话框中设置活动关系。

为确保存在默认关系，Power BI Desktop 仅允许两个表在给定时间存在单个活动关系。 因此，你必须先将当前关
系设置为“非活动”，然后将想要的关系设置为“活动”。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第一个表是 ProjectTickets，而下一个表是 EmployeeRole。

ProjectTickets



1007 Roth, Daniel Hamilton, David 10 黄色 2013/10/1

1008 Perham, Tom Han, Mu 28 橙色 2012/1/2

1009 Roman, Daniel Ito, Shu 22 紫色 2013/2/1

1010 Roth, Daniel Bowen, Eli 28 绿色 2013/10/1

1011 Perham, Tom Bowen, Eli 9 蓝色 2013/10/15

工作工作单单 开具者开具者 提交者提交者 小小时时数数 项项目目 提交日期提交日期

员员工工 角色角色

Bento, Nuno 项目经理

Bowen, Eli 项目主管

Brewer, Alan 项目经理

Hamilton, David 项目主管

Han, Mu 项目主管

Ito, Shu 项目主管

Perham, Tom 项目发起人

Roman, Daniel 项目发起人

Roth, Daniel 项目发起人

EmployeeRole

实际上，这里存在两个关系。 一个是 ProjectTickets 表中的提交者和 EmployeeRole 表中的员工之间的关系，而另
一个是 ProjectTickets 中的开具者和 EmployeeRole 表中的员工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这两个关系添加到模型（先是开具者），则“管理关系”对话框将显示开具者处于活动状态：



现在，如果创建一个报表，且该报表在报表画布的表格可视化对象中使用 EmployeeRole 中的“职位”和“员工”字
段，以及 ProjectTickets 中的“小时数”字段，则只会显示项目发起人，因为他们是唯一开具项目单的人员。

我们可更改活动关系并获取提交者，而不是开具者。 在“管理关系”中，取消勾选 ProjectTickets（开具者）到
EmployeeRole（员工）的关系，然后勾选 ProjectTickets（提交者）到 EmployeeRole（员工）的关系。



在关系视图中查看所有关系

有时，模型具有多个表格，且各表格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视图可显示模型中的所有关
系及其方向和基数，是一种易于理解且可自定义的关系图。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
系视图。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视图
2018/8/6 • • Edit Online

在数据视图中进行筛选

数据视图有助于检查、浏览和了解 Power BI Desktop 模型中的数据。 它与你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查看表、列和数据的

方式不同。 在数据视图中，你所看到的数据是在将其加载到模型之后的样子。

建模数据时，有时想要在报表画布上未创建视觉对象的情况下，查看表或列中的实际内容，通常会查看到行级别。

当要创建度量值和计算列时，或者需要识别数据类型或数据类别时，这非常有用。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数据视图中的一些元素。

1. 数据视图图标 - 选择此图标可进入数据视图。

2. 数据网格 - 显示选中的表以及其中的所有列和行。 报表视图中的隐藏列显示为灰色。右键单击列可获取相关
选项。

3. 建模功能区 - 可在此处管理关系、创建计算、更改列的数据类型、格式、数据类别。

4. 公式栏 - 输入度量值和计算列的 DAX 公式。

5. 搜索 - 在模型中搜索表或列。

6. 字段列表 - 选择要在数据网格中查看的表或列。

还可以在数据视图中对数据进行筛选和排序。 每列显示标识排序方向的图表（若适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ata-view.md


NOTENOTE

可根据列中的数据筛选各个值或使用高级筛选。

在与当前用户界面不同的区域性中创建 Power BI 模型时（例如，模型以美国英语创建，而你正在以西班牙语查看），除了用于搜
索文本字段，搜索框不会出现在数据视图用户界面中。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概述
2018/7/31 • • Edit Online

查询编辑器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连接到世界上的数据，创建具有吸引力的基础报表，与依赖你的工作、扩展自身商
业智能工作的其他人共享你的工作。

Power BI Desktop 具有三种视图：

报报表表视图 - 此处你可使用创建的查询来构建具有吸引力的可视化效果，它们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进行排列，具
有多个页面，你可与他人共享

数据数据视图 - 以数据模型格式查看报表中的数据，其中你可添加度量值、创建新列和管理关系
关系关系视图 - 获取已在数据模型中建立的关系的图形表示，并根据需要管理和修改它们。

选择 Power BI Desktop 左侧三个图标之一即可获取这些视图。 在下图中，选择了报表视图，因为图标旁显示黄色
带区。

Power BI Desktop 还附带有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其中你可连接到一个或多个数据源，调整和转换数据以满足自己的需

要，然后将该模型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本文档概述了处理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数据的相关内容。 当然还有更多需要了解，因此在本文档末尾提供有链接，你可
了解有关受支持数据类型、连接到数据、调整数据、创建关系以及如何入门的详细指导。

但首先让我们了解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

若要访问“查询编辑器”，请从 Power BI Desktop“开始”选项卡选择“编辑查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query-overview.md


没有数据连接时，“查询编辑器”显示为空白窗格，准备处理数据。

加载查询后，“查询编辑器”视图将变得更加有趣。 如果我们连接到以下 Web 数据源，“查询编辑器”将加载有关数
据的信息，随后就可以开始调整数据。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下面是建立数据连接后“查询编辑器”的显示方式：

1. 在功能区中，许多按钮当前处于活动状态，以与查询中的数据进行交互

2. 在左窗格中，列出了查询，可供你选择、查看和调整

3. 在中央窗格中，将显示已选择查询中的数据，可供你调整

4. 将出现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口，列出了查询的属性和所应用步骤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查询功能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了解这四个区域中的每一个 - 功能区、查询窗格、数据视图和查询设置窗格。

“查询编辑器”中的功能区包含四个选项卡 - “开始”、“转换”、“添加列”和“视图”。

开始开始选项卡提供了常见的查询任务，包括任何查询中的第一步，即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下图显示开始开始功能区。

若要连接到数据并开始查询构建过程，请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按钮。 将出现一个菜单，提供最常见的数据源。



左窗格

有关可用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源数据源。 有关连接到数据的信息，包括示例和步骤，请参阅连连接到数据接到数据。

转换转换选项卡提供了对常见数据转换任务的访问，如添加或删除列、更改数据类型、拆分列和其他数据驱动任务。

下图显示转换转换选项卡。

有关转换数据的详细信息，包括示例，请参阅合并和合并和调调整数据整数据。

添加列添加列选项卡提供了与添加列、设置列数据格式和添加自定义列相关联的其他任务。 下图显示添加列添加列选项卡。

功能区上的视图视图选项卡用于切换显示的窗格或窗口。 它还用于显示高级编辑器。 下图显示视图视图选项卡。

很多从功能区上进行使用的任务还可通过在中央窗格右键单击列或其他数据进行使用，知道这点很有帮助。

左窗格显示处于活动状态的查询数以及查询的名称。 当从左窗格选择查询时，其数据显示在中央窗格，可以在此



中央（数据）窗格

调整并转换数据以满足需要。 下图显示含多个查询的左窗格。

在中央窗格中，将显示所选查询中的数据。 大部分查询视图工作在此处完成。

下图中，会显示以前建立的 Web 数据连接，选择了总总体体评评分分列，且右键单击其标头可显示可用菜单项。 请注意，
其中许多用右击菜单项与功能区选项卡中的按钮相同。

当选择右击菜单项（或功能区按钮）时，查询将对数据应用该步骤，并将其保存为查询本身的一部分。 这些步骤按
顺序记录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如下一节中所述。



查询设置窗格

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将显示与查询关联的所有步骤。 例如，下图中，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的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部分反映了我们刚刚

更改了总总体体评评分分列的类型。

当其他调整步骤应用于该查询时，它们将在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部分反映。

务必了解基础数据不会更改；相反，查询编辑器调整其数据视图，并且与基础数据进行的任何交互将基于查询编

辑器调整和修改的数据视图而发生。

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中，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重命名步骤、删除步骤，或对步骤重新排序。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右键单
击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部分中的步骤，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 所有查询步骤将按照“所应用步骤”窗格中显示的顺序执
行。



高级编辑器

保存工作

如果想要查看查询编辑器正使用每个步骤创建的代码，或想要创建自己的调整代码，可以使用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 若要
启动高级编辑器，从功能区中选择视图视图，然后选择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 此时，将会显示包含现有查询代码的窗口。

可以直接编辑高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  窗口中的代码。 若要关闭该窗口，请选择完成完成或取消取消按钮。



当查询位于你希望的位置时，可使用查询编辑器将对数据模型的更改应用到 Power BI Desktop，并关闭查询编辑
器。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从查询编辑器的文件文件菜单选择关关闭闭并并应应用用。

随着进度推进，Power BI Desktop 提供了一个对话框显示其状态。

一旦查询位于你希望的位置，或者如果只是想确保工作是否保存，Power BI Desktop 可将你的工作保存为 .pbix
文件格式。

若要保存工作，请选择文件文件>保存保存（或文件文件>另存另存为为），如下图所示。



后续步骤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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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是什么？

为什么 DAX 很重要？

先决条件

现在就开始吧！

语语法法

本文适用于刚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用户。 其目的是为你提供有关如何使用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的快
速而简单的介绍，以便解决一些基本计算和数据分析问题。 我们将逐一探讨一些概念性信息、一系列可以完成的
任务以及测试所学内容的几项测验。 学习完本文后，你便可充分了解 DAX 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

DAX 是公式或表达式中可用于计算并返回一个或多个值的函数、运算符或常量的集合。 简单来说，DAX 可帮助
你通过模型中已有的数据来创建新信息。

创建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并导入一些数据非常简单。 你甚至可以创建显示宝贵见解的报表，而完全不需
要使用任何 DAX 公式。 但是，如果你需要分析跨产品类别和不同日期范围内的增长百分比，该怎么办？ 或者，
需要计算相对于市场趋势的同比增长，该怎么办？ DAX 公式具备这项功能以及许多其他重要功能。 了解如何创
建有效的 DAX 公式可帮助你充分利用数据。 获取所需信息后，便可开始解决影响最终赢利的实际商业问题。 这
便是 Power BI 的强大之处，而 DAX 将帮助你达成目的。

你可能已经熟悉如何在 Microsoft Excel 中创建公式。 这一知识有助于了解 DAX，但即使你没有使用 Excel 公式的
经验，此处描述的概念也将帮助你开始创建 DAX 公式并立即解决真实世界的 BI 问题。

我们将重点介绍计算中所用的 DAX 公式，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度量值和计算列中所用的 DAX 公式。 你应该已经
熟悉 Power BI Desktop、导入数据、将字段添加到报表，而且还应熟悉度量值和计算列的基本概念。

示例工作簿示例工作簿

了解 DAX 的最佳方式是创建一些基本公式，用它来处理一些实际数据，并亲自查看结果。 此处的示例和任务使
用 Power BI Desktop Preview 的 Contoso 销售示例文件。 这是在《教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自己的度量
值》一文中所用的相同示例文件。 以下是要下载的示例文件。

我们将围绕三个基本概念来了解 DAX：语法、函数和上下文。 当然，DAX 还有其他重要概念，但了解这三个概念
将为你学习 DAX 技能奠定最佳基础。

创建你自己的公式之前，我们来看看 DAX 公式语法。 语法包括组成公式的各种元素，简单来说就是公式的编写
方式。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某个度量值的简单 DAX 公式。

此公式包含以下语法元素：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quickstart-learn-dax-basics.md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4/6/A/46AB5E74-50F6-4761-8EDB-5AE077FD603C/Contoso Sales for Power BI Designer.zip


NOTENOTE

任任务务：：创创建度量建度量值值公式公式

A. 度量值名称 Total Sales。

B. 等号运算符 (=) 表示公式的开头。 完成计算后将会返回结果。

C. DAX 函数 SUM 会将 Sales[SalesAmount] 列中的所有数字相加。 稍后你将了解有关函数的详细信息。

D. 括号 () 会括住包含一个或多个参数的表达式。 所有函数都至少需要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会传递一个值给函
数。

E. 引用的表 Sales。

F. Sales 表中的引用列 [SalesAmount]。 使用此参数，SUM 函数就知道在哪一列上进行聚合求和。

尝试了解 DAX 公式时，将每个元素分解成你平日思考及说出的话语会很有帮助。 例如，你可以将此公式读成：

对于名为 Total Sales 度量值，计算 (=) Sales 表的 [SalesAmount] 列中的值的总和。

添加到报表后，此度量值会将所包括的其他每个字段的销售额（例如美国的手机）相加，进行计算并返回值。

你可能会想，“这个度量值的功能不是与直接将 SalesAmount 字段添加到我的报表中一样吗？” 没错。 但是，创建
自己的度量值来对 SalesAmount 字段中的值求和有个好处：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参数用于其他公式。 虽然现在可
能有点难以理解，但随着你对DAX 公式的熟悉，了解这点可让你的公式和模型更有效率。 事实上，稍后你将看到
Total Sales 度量值如何显示为其他公式中的参数。

现在我们将讨论关于此公式的一些其他内容。 我们将着重介绍 SUM 函数。 函数是预编写的公式，能够简化复杂
计算和对数字、日期、时间、文本等内容的操作。 稍后你将了解有关函数的详细信息。

你还会看到 [SalesAmount] 列前面加上了列所属的 Sales 表。 这就是所谓的完全限定列名称，因为它包括列名称
且前面加上了表名。 同一表中引用的列不需要在公式中包含该表名。 这可让引用许多列的冗长公式更短且更易
于阅读。 但是，最好能够在你的度量值公式中包含表名，即使在同一表中亦然。

如果表名包含空格、保留的关键字或不允许的字符，则需用单引号引住该表名。 如果该名称包含 ANSI 字母数字字符范围以
外的任何字符，则不论你的区域设置是否支持字符集，均需用引号引住表名。

公式语法的正确性非常重要。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语法不正确，将返回语法错误。 其他情况下，语法可能正确，但
返回的值可能不是预期值。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编辑器包括了建议功能，这项功能通过帮助你选择正确
的元素来创建语法正确的公式。

我们来创建一个简单公式。 此任务将帮助你进一步了解公式语法以及编辑栏中的建议功能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若要完成此任务，需要打开 Power BI Desktop 的 Contoso 销售示例文件。

1. 在“报表”视图的字段列表中，右键单击 Sales 表，然后单击新度量新度量值值。

2. 在编辑栏中，通过键入新的度量值名称 Previous Quarter Sales 来替换度量度量值值。

3. 在等号后键入 SUM，其后紧跟左括号。

我们将输入另一个函数来筛选想要求和的数据，而不是立即键入列名来求和。

4. 在括号中，键入 CALCULATE，其后紧跟左括号。

你将通过我们传递给 CALCUL ATE 函数的参数，使用 CALCUL ATE 函数来筛选要求和的金额。 这就是所
谓的嵌套函数。 CALCUL ATE 函数至少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要计算的表达式，第二个参数是筛选
器。

5. 在 CALCULATE  函数的括号 () 中，键入 Sales[SalesAmount]。 这是 CALCUL ATE 函数的第一个表达式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387.aspx


语语法快速法快速测验测验

函数函数

参数。

6. 键入逗号 (,) 来指定第一个筛选器，然后键入 PREVIOUSQUARTER，其后紧跟左括号。

你将使用 PREVIOUSQUARTER 时间智能函数按上一季度来筛选求和结果。

7. 在 PREVIOUSQUARTER 函数的括号 () 中，键入“Calendar[DateKey]”。

PREVIOUSQUARTER 函数有一个参数，即包含连续日期范围的列。

8. 请确保传递给 PREVIOUSQUARTER 和 CALCUL ATE 函数的两个自变量都后跟两个右括号 ))。

该公式现在应如下所示：

Previous Quarter Sales = CALCULATE(SUM(Sales[SalesAmount]),
PREVIOUSQUARTER(Calendar[DateKey]))

9. 单击公式栏中的复选标记  或按 Enter 键，验证公式并将其添加到模型中。

你做到了！ 你刚才使用 DAX 创建的度量值并不简单。 这个公式将根据报表中应用的筛选器来计算上一季度的总
销售额。 例如，如果我们将 SalesAmount 和新的 Previous Quarter Sales 度量值放置于图表中，然后添加 Year 和
QuarterOfYear 作为切片器，则会得到类似下面的结果：

以上为你介绍了 DAX 公式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此公式包括两个函数。 请注意，PREVIOUSQUARTER 时间
智能函数被嵌套为参数传递给 CALCUL ATE 筛选器函数。 DAX 可以包含多达 64 个嵌套函数。 一个公式不大可
能会包含这么多嵌套函数。 实际上，创建和调试这样的公式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不会太快。

在此公式中，你同样使用了筛选器。 筛选器会缩小要进行计算的范围。 在本例中，你选择了一个筛选器作为参
数，它实际上是另一个函数的结果。 稍后你将了解有关筛选器的详细信息。

最后，你使用了 CALCUL ATE 函数。 这是 DAX 中功能最强大的函数之一。 当你创作模型并创建更复杂的公式
时，可能会多次使用此函数。 CALCUL ATE 函数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但是随着你对 DAX 了解的深入，请重视
这个函数。

1. 编辑栏上这个按钮的功能是什么？

2. 一律会用什么括住 DAX 公式中的列名？

本文末尾将提供解答。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38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825.aspx


函数快速函数快速测验测验

上下文上下文

函数是通过使用特定值、调用参数，并按特定顺序或结构来执行计算的预定义公式。 参数可以是其他函数、另一
个公式、表达式、列引用、数字、文本、逻辑值（如 TRUE 或 FALSE）或者常量。

DAX 包括以下函数类别：日期和时间函数、时间智能函数、信息函数、逻辑函数、数学函数、统计函数、文本函
数、父/子函数和其他函数。 如果你熟悉 Excel 公式中的函数，那么 DAX 中的很多函数都会让你觉得相似；但
是，DAX 函数在以下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DAX 函数始终引用完整列或表。 如果你仅想使用某个表或列中的特定值，则可以向公式添加筛选器。

如果需要逐行自定义计算，DAX 提供可让你将当前行值或相关值用作一种参数的函数，以便执行因上下文
而变的计算。 稍后你将了解有关上下文的详细信息。

DAX 包括许多会返回表而非值的函数。 表不会显示出来，但可以将其用于提供其他函数的输入。 例如，你
可以检索表，然后计算其中的非重复值，或者计算所筛选的表或列的动态总和。

DAX 包括各种时间智能函数。 这些函数可让你定义或选择日期范围，并基于此范围执行动态计算。 例如，
你可以比较并行时间段内的总和。

Excel 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函数 VLOOKUP。 不同于 Excel 中的 VLOOKUP，DAX 函数不会采用单元格或单
元格区域作为引用。 DAX 函数采用某一列或表作为引用。 请记住，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使用关系
数据模型。 查找另一个表中的值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不需要创建任何公式。

如你所见，DAX 中的函数可帮助你创建功能非常强大的公式。 我们实际上只接触到了函数的基本概念。
随着你对 DAX 技能的熟悉，你将使用许多不同的函数来创建公式。 若要了解有关每个 DAX 函数的详细信
息，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参阅 DAX 函数参考。

1. 函数会始终引用何项？
2. 一个公式是否可以包含多个函数？
3. 可以使用哪种函数类别来将两个文本字符串连接成一个字符串？

本文末尾将提供解答。

上下文是需要了解的重要 DAX 概念之一。 DAX 中有两种上下文类型；行上下文和筛选上下文。 首先我们来看看
行上下文。

行上下文行上下文

将行上下文想象成当前行是最简单的做法。 每当公式中含有应用了筛选器以识别表中某一行的函数时，都可应用
此方法。 函数会应用所筛选的表中每行的固有行上下文。 这种类型的行上下文最常应用于度量值中。

筛选筛选器上下文器上下文

筛选上下文比行上下文稍微更难理解。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筛选上下文想象成：决定结果或值的计算中所应用的
一个或多个筛选器。

筛选上下文并非原本就存在于行上下文中；而是另外应用到行上下文。 例如，若要进一步缩小要包括在计算中的
值，可以应用筛选上下文，该筛选上下文不仅要指定行上下文，还要仅指定该行上下文中的特定值（筛选）。

可以在报表中轻松看到筛选上下文。 例如，当你将 TotalCost 添加到可视化效果，然后添加 Year 和 Region 时，你
正在定义基于给定年份和区域来选择数据子集的筛选上下文。

为什么筛选上下文对 DAX 很重要？ 因为不仅可以通过将字段添加到可视化效果而轻松应用筛选上下文，还可以
通过使用 ALL、REL ATED、FILTER、CALCUL ATE 等函数，按照关系、其他度量值和列来定义筛选器，从而实现在
DAX 公式中应用筛选上下文。 例如，我们来看看名为 Store Sales 的度量值中的以下公式：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786.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763.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55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36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241.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82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938.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15010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150101.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396.aspx


上下文快速上下文快速测验测验

摘要

快速快速测验测验答案答案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公式，我们可以像处理其他公式一样对其进行分解：

此公式包含以下语法元素：

A. 度量值名称 Store Sales。

B. 等号运算符 (=) 表示公式的开头。

C. CALCULATE  函数会在根据指定筛选器所修改的上下文中，作为参数来计算表达式。

D. 括号 () 会括住包含一个或多个参数的表达式。

E. 同一表中作为表达式的 [Total Sales] 度量值。 Total Sales 度量值的公式为：=SUM(Sales[SalesAmount])。

F. 逗号 (,) 会分隔第一个表达式参数和筛选参数。

G. 完全限定的引用列为 Channel[ChannelName]。 这是我们的行上下文。 此列中的每行各指定一个通道：
Store、Online 等。

H. 将特定值 Store 作为筛选器。 这是我们的筛选上下文。

此公式可确保仅针对以“Store”值为筛选器的 Channel[ChannelName] 列中的行，计算 Total Sales 度量值所定义
的销售额值。

正如你所想象的，能够在公式内定义筛选上下文是多么巨大且强大的功能。 能够仅引用相关表中的特定值不过是
其中一例。 如果你现在尚未完全理解上下文，请不要担心。 创建自己的公式时，你将可以更好地理解上下文以及
其在 DAX 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上下文有哪两种类型？
2. 什么是筛选上下文？
3. 什么是行上下文？

本文末尾将提供解答。

现在你对 DAX 中最重要的概念有了基本的认识，可以开始独立创建度量值的 DAX 公式。 DAX 确实有点难以理
解，但是有许多资源可供你使用。 读完本文并对自己的几个公式进行试验之后，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可帮助你解决
业务问题的 DAX 概念和公式。 有许多 DAX 资源可供你使用；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参考。

DAX 在 Power Pivot 和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等其他 Microsoft BI 工具中已存在数年，因此有许多有用信
息。 你可以从 Microsoft 和顶级 BI 专业人员所提供的书籍、白皮书和博客中找到详细信息。 TechNet 上的 DAX
资源中心 Wiki 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语法：

1. 验证度量值并将其输入模型中。
2. 方括号 []。

函数：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dax-resource-center.aspx


1. 表和列。
2. 是的。 公式可以包含多达 64 个嵌套函数。
3. 文本函数。

上下文：

1. 行上下文和筛选上下文。
2. 计算中用于确定单个值的一个或多个筛选器。
3. 当前行。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9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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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关系视图视图显示模型中的所有表、列和关系。 这在模型包含许多表且其关系十分复杂时尤其有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

A. 关系视图图标 – 单击可显示关系视图中的模型

B. 关系 – 可以将光标悬停在关系上方以显示所用列。 双击关系以在“编辑关系”对话框中将其打开。

在上图中，你可以看到 商店 表中有一个与 销售额 表（其中同样含有 StoreKey 列）相关的 StoreKey 列。 我们可以
看到这是多对一 (*:1) 关系，线中间的图标指出交叉筛选器方向设置为两者。 图标上的箭头表示筛选上下文流的方
向。

有关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和管理关系。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elationship-view.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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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吧！

如果你一直在使用 Power BI，就知道它非常便于创建可为数据提供动态透视和深入见解的报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Power BI 还具有更高级的功能。 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创建高级查询、混合多个源中的数据
和创建表格之间的关系等。

Power BI Desktop 提供报报表表视图视图，可在其中创建任何数量具有可视化内容的报表页。 此处报表视图所提供的
设计体验与 Power BI 中报表的编辑视图所提供的几乎相同。 可四处移动可视化内容，进行复制粘贴、合并
等。

两者的区别在于当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时，可运用查询并对数据建模以确保数据支持报表中的最佳见解。
无论在本地驱动器还是云中，都可在任何位置保存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首次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加载数据时，将显示具有空白画布的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通过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图标，可在报表视图、数据视图和关系视图之间切换：

添加一些数据后，可在画布中新的可视化对象内添加字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eport-view.md


TIPTIP

要更改可视化对象的类型，可在功能区的“可视化”组中将其选中，或者右键单击并从“更改可视化类型”图标中
另选一种类型。

请务必试用不同的可视化类型。 可视化对象可清楚传达数据中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报表将至少具有一个可供使用的空白页。 页面将显示在画布左侧的浏览器窗格中。 可向页面添加各种类型的
可视化效果，但请不要过度编写。 如果页面上的可视化效果太多，将使其看起来杂乱，很难找到正确信息。 可
以将新的页面添加到报表中。 只需单击功能区上的“新建页面”。



NOTENOTE

隐藏报表页

若要删除页面，请单击报表视图底部页面的选项卡上的 X。

报表和可视化对象均不可固定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仪表板上。 为此，需要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站
点。

创建报表时，还可以隐藏报表中的页面。 如果需要在报表中创建基础数据或视觉对象，但你不希望这些页面对
其他人可见时（例如创建在其他报表页中使用的表格或支持视觉对象时），此功能可能很有用。 还有许多其他
富有新意的原因：你可能想要创建报表页，然后在要发布的报表中隐藏该报表页。

隐藏报表页的操作很简单。 只需右击报表页选项卡，然后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隐藏”。

隐藏报表页时需要牢记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即使页面标题变灰，仍然可以看见隐藏的报表视图。在下图中，第 4 页是隐藏
的。



查看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时，无法查看隐藏的报表页。

隐藏报表页不是一种安全措施。 用户仍然可以访问该页面，并且仍可以使用钻取和其他方法访问页面
的内容。

页面处于隐藏状态时，在视图模式下，不显示任何视图模式导航箭头。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2018/7/11 • • Edit Online

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以轻松连接到持续扩展的数据世界。 如果没有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下载并
进行安装。

Power BI Desktop.中有 各种 可用数据源。 下图显示了如何通过依次选择文件文件功能区、获获取数据取数据>更多更多来连接
到数据。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连接到 Web 数据源。

假设你即将退休 - 你希望居住到一个阳光充足、税制合理且具备良好卫生保健的地方。 或者... 也许你是一位数
据分析人员，并且你需要该信息来帮助你的客户 - 例如，帮助你的雨衣制造客户将目标市场定位在 经常 下雨
的地方。

无论如何，你都可以在下列 Web 资源中找到这些主题的相关有趣数据和详细信息：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Web，然后键入地址。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to-data.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662
http://www.bankrate.com/finance/retirement/best-places-retire-how-state-ranks.aspx


选择确定确定后，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查询功能就会开始运行。 Power BI Desktop 会联系 Web 资源，导导航器航器窗
口将返回它在该网页上找到的结果。 在本例中，它找到一个表（表格 0）和整份文档。 我们对该表有兴趣，因此
我们从列表中选择它。 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会显示预览。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从窗口底部选择编辑编辑，先编辑查询再加载表，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加载表。

如果选择编辑编辑，则会加载该表并启动查询编辑器。 会显示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若未显示，可以从功能区选择视图视图，

然后依次选择显显示示  > 查询设查询设置置来显示查询设查询设置置窗格）。 以下是其外观。



所有分数都是文本而非数字，而我们需要使用数字。 没问题 – 只需右键单击列标题，然后选择更改更改类类型型  > 整整
数数来对其进行更改。 若要选择多列，请先选择一列然后按住 Shift，再选择其他相邻列，然后右键单击列标题
以更改所有选中的列。 使用 Ctrl 来选择不相邻的列。

在查询设查询设置置中，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会反映任何已做的更改。 对数据进行其他更改时，查询编辑器将在所所应应用步用步骤骤部
分记录更改内容，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重新访问、重新排列或删除。



加载表后，仍可对其进行其他更改，但目前到此为止即可。 完成时，从开始开始功能区选择关关闭闭并并应应用用，Power BI
Desktop 则会应用更改并关闭查询编辑器。

加载数据模型后，即可在 Power BI Desktop 的报报表表视图中通过将字段拖动到画布上开始创建可视化效果。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当然，这只具有单一数据连接的简单模型；大多数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会连接到不同的数据源并根据需要
调整各种关系以产生丰富的数据模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要向我们提供反馈？ 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提交想法”菜单项或访问社区反馈。 我们期待收到你的留
言！

http://community.powerbi.com/t5/Community-Feedback/bd-p/community-feedback




从 Power BI Desktop 进行发布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数据集和报表

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后，模型中的数据以及你在“报报表表”视图中生成的所有报表都
会发布到 Power BI 工作区。 你将看一个同名的新数据集以及工作区导航器中的任何报表。

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文件等效于在 Power BI 中使用“获获取数据取数据”连接并上载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在报表 Power BI 中进行的任何更改（例如，添加、删除或更改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将不会保存到原始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单击>文件文件  > 发发布布  > 发发布到布到  Power BI，或在功能区上单击发发布布。

2. 登录到 Power BI。

3. 选择目标位置。

完成后，你将收到报表链接。 单击链接可在 Power BI 站点中打开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upload-desktop-files.md


重新发布或替换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发布的数据集
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后，数据集和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的所有报表都会上载到 Power BI
站点。 重新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后，Power BI 站点中的数据集将替换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已
更新的数据集。

此过程很简单明了，但仍应了解一些事项：

如果 Power BI 中有两个或多个与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同名的数据集，则发布操作可能会失败。 请确保
你在 Power BI 中只具有一个同名的数据集。 也可以重命名文件然后进行发布，这将创建一个与文件同名的
新数据集。

如果重命名或删除列或度量值，则你已在 Power BI 中具有的含该字段的任何可视化可能会被破坏。
Power BI 将忽略对现有列某些格式的更改。 例如，如果你将列的格式从 0.25 更改为 25%。
如果你为 Power BI 中的现有数据集配置了刷新计划，然后重新发布添加了新数据源的文件，必须在执行下
一次计划的刷新之前在“管理数据源”中签署它们。



在 Power BI 中自定义视觉对象
2018/7/31 • • Edit Online

自定义视觉对象文件

WARNINGWARNING

组织视觉对象

市场视觉对象

创建或编辑 Power BI 报表时，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视觉对象。 这些视觉对象显示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或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时，这组视觉对象都已“预打包”。

不过，并不是只能使用这组视觉对象，选择省略号可以打开其他报表视觉对象源，即自定义视觉对象。

开发人员使用自定义视觉对象 SDK 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使业务用户可以使用最适合业务的方式查看他们的数
据。 然后，报表作者可以将自定义视觉对象文件导入报表，并将它们用作任何其他 Power BI 视觉对象。 自定义
视觉对象是 Power BI 中的“一等公民”，可以对其执行筛选、突出显示、编辑和共享等操作。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以采用 3 种部署形式：

自定义视觉对象文件

组织视觉对象

市场视觉对象

自定义视觉对象是包含用于呈现数据的代码的包，其中此数据为自定义视觉对象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创建自定义
视觉对象并将其打包为可导入 Power BI 报表的单个 .pbiviz 文件。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包含存在安全或隐私风险的代码；在将其导入报表之前，请务必信任自定义视觉对象的作者和来源。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将自定义视觉对象部署到他们的组织中，使报表作者可以轻松发现和使用管理员已批准在
组织内使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这赋予管理员对选择特定自定义视觉对象并在组织中进行部署的控制权限，以及
为管理员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来管理（即更新版本、禁用/启用）此类视觉对象。 对于报表作者而言，这是发现对
组织唯一的视觉对象以及对更新这些视觉对象的无缝支持的一种简便方法。

若要详细了解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请详细了解组织视觉对象。

社区成员以及 Microsoft 已经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公开发布到 AppSource 市场。 可以下载这些视觉对象，并将它
们添加到 Power BI 报表。 所有这些自定义视觉对象都已经过测试并通过 Microsoft 的功能和质量批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custom-visuals.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


    

已已认证认证的的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从文件从文件导导入自定入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什么是 AppSource？ 简而言之，可以在其中查找 Microsoft 软件的应用、加载项和扩展。 AppSource 为 Office
365、Azure、Dynamics 365、Cortana 和 Power BI 等产品的数百万用户提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更高效、更有见
地或更为完美地完成工作。

Power BI 取得认证的视觉对象是已通过其他严格质量测试的市场视觉对象，支持用于其他情形，如电子邮件订
阅和导出到 PowerPoint。 若要查看已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列表或提交你自己的自定义视觉对象，请参阅已认
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你是 Web 开发者吗？对创建自己的可视化效果，并将它们添加到 AppSource 感兴趣吗？ 请参阅开发人员工具
入门，了解如何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AppSource。

1. 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的省略号。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从文件导入”。

3. 从“打开文件”菜单中，选择你想要导入的 .pbiviz 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现在，自定义视觉对象图标添加
到“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可供在报表中使用。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report-subscrib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publish-to-powerpoint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power-bi-custom-visuals-certified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custom-visuals-getting-started-with-developer-tools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


导导入入组织视觉对组织视觉对象象

1. 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的省略号。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从市场导入”。

3. 从顶部的选项卡菜单中选择“我的组织”。

4. 滚动浏览列表，找到要导入的视觉对象。



从 Microsoft AppSource 下载或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中中导导入自定入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5. 选择“添加”，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 现在，自定义视觉对象图标添加到“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可供在报表
中使用。

下载和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方法有两种，可以在 Power BI 中获取，也可以从 AppSource 网站获取。

1. 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的省略号。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从市场导入”。

3. 滚动浏览列表，找到要导入的视觉对象。

4. 若要详细了解视觉对象之一，请选中它。

5. 在详细信息页中，可以查看屏幕截图、视频、详细说明等内容。



从从  Microsoft AppSource  Microsoft AppSource 下下载载和和导导入自定入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6. 滚动到底部可以查看评论。

7. 选择“添加”，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 现在，自定义视觉对象图标添加到“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可供在报表
中使用。

1. 首先，访问 Microsoft AppSource，并选择“应用”选项卡。

2. 此时，将会转到“应用结果”页。在此页中，可以查看每种类别的热门应用，包括 Power BI 应用。 不过，由于
要找的是自定义视觉对象，因此现在选择左侧导航列表中的“Power BI 视觉对象”，从而缩小结果范围。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marketplace/apps


3. AppSource 显示每个自定义视觉对象的磁贴。 每个磁贴均有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快照、简短说明和下载链
接。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选择磁贴。

4. 在详细信息页中，可以查看屏幕截图、视频、详细说明等内容。 选择“立即获取”，并同意接受使用条款，下
载自定义视觉对象。

5. 单击自定义视觉对象下载链接。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下载页还介绍了如何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

还可以下载包含自定义视觉对象并展示其功能的示例报表。

6. 保存 .pbiviz 文件，再打开 Power BI。

7. 将 .pbiviz 文件导入报表（请参阅上面的从文件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部分）

导入完成后，自定义视觉对象就已添加到特定报表。 若要在其他报表中使用此视觉对象，还需要将它导入
相应报表。 使用“另存为”选项保存包含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报表时，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副本与新报表一同保
存。

如果看不到“可视化效果”窗格，表示无权编辑报表。 只能将自定义视觉对象添加到有权编辑的报表，不能
添加到与自己共享的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中使用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
2018/8/1 • • Edit Online

使用组织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管理组织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WARNINGWARNING

注意事项和限制

可以在 Power BI 中使用自定义视觉对象创建为你量身定做的唯一视觉对象类型或你尝试传达的数据见解。 通常
由开发人员创建这些自定义视觉对象，在 Power BI 中包含的大部分视觉对象不是十分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常常会
创建此类视觉对象。

在某些组织中，自定义视觉对象尤为重要，可能必须使用它们来传递特定数据或组织的唯一见解，它们可能具有特

殊数据要求，或者可以高亮显示专用业务方法。 此类组织需要开发自定义视觉对象，在其整个组织中共享这些视
觉对象，并确保对其进行正常维护。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让组织实现上述目标。

下图显示了 Power BI 中的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从管理员处通过开发和维护最终转到数据分析人员处的过程。

由管理门户的 Power BI 管理员部署和管理组织视觉对象。 视觉对象一旦部署到组织的存储库，组织中的用户便可
以轻松发现它们，并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将组织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导入其报表。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在创建的报表中使用组织的自定义视觉对象，请参阅以下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将组织的视觉对

象导入报表。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管理、部署和管理组织中的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请参阅以下文章：详细了解如何部署和管理组

织自定义视觉对象。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能包含存在安全或隐私风险的代码。 在将其部署到组织存储库之前，请务必信任任何自定义视觉对象的作
者和来源。

需要注意几个注意事项和限制。

管理员：

不支持旧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如不是基于新版本的 API 生成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如果从存储库中删除自定义视觉对象，那么使用已删除的视觉对象的任何现有报表将不再呈现。 存储库中
的删除操作是不可逆的。 若要暂时禁用自定义视觉对象，请使用“禁用”功能。

最终用户：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不支持使用组织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custom-visuals-organization.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66790


如果来自 AppSource 市场的 Visio 视觉对象、PowerApps 视觉对象和 GlobeMap 视觉对象通过组织存储库
部署，它们将不会呈现



第 1 部分，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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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打开报表并添加新页面

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报表

本文简要介绍如何使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在报表中创建可视化效果。 有关更进一步的内容，
请参阅第 II 部分。 观看 Amanda 演示在报表画布上创建、编辑视觉对象并对其进行格式设置的一些不同的方法。
然后使用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创建自己的报表并自行体验。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本教程使用“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2. 如果看不到“字段”窗格，请选择箭头图标打开它。

3. 向报表添加空白页面。

1. 通过从“字段”窗格中选择字段来创建可视化效果。

从数值字段开始，例如“销售”>“销售额”：Power BI 将创建一个单柱柱形图。

从类别字段开始，例如“名称”或“产品”：Power BI 创建一个表并将该字段添加到“值”框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add-visualizations-i.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从地理字段开始，如“地区”>“城市”。 Power BI 与必应地图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

2. 创建可视化效果，然后更改其类型。 选择“产品”>“产品计数”和“产品”>“类别类别” 将其添加到“值”框中。

3. 通过选择柱形图图标将可视化效果更改为柱形图。

4. 在报表中创建可视化效果时，可以将其固定到仪表板。 若要固定可视化效果，请选择固定图标 。



后续步骤

5. 现在你可以：

继续第 2 部分：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在报表中与可视化效果交互。

对可视化效果执行更多操作。

保存报表。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对象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中的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第 2 部分，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创建新的可视化对象

打开打开报报表并添加新的空白表并添加新的空白页页。。

添加添加查查看本年度看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与上一年相比）的可（与上一年相比）的可视视化化对对象。象。

在第 1 部分中，通过选中字段名称旁边的复选框来创建基本可视化对象。 在第 2 部分中，你将了解如何使用拖放
功能并充分利用“字段”和“可视化对象”窗格创建和修改可视化对象。

第 1 部分
Power BI 服务 - 可使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将可视化效果添加到报表。 本教程使用 Power BI
服务。

零售分析示例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我们的零售分析数据集并创建几个关键的可视化对象。

1. 打开保存零售分析示例的工作区。 选择“零售分析示例”，在阅读视图中打开报表。

2. 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3. 通过选择画布底部的黄色加号图标添加新页面。

1. 从“销售额”表中，选择“本年度销售额” > 值值和“去年销售额”。 Power BI 将创建柱形图。 这挺有趣的，你可能
想要深入了解。 每月销售额看上去如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add-visualizations-ii.md


2. 从“时间”表中，将“月”拖动到“轴”区域。

3. 将可视化对象更改为“区域”图表。 有许多可视化类型可供选择 - 请参阅每种类型的描述、最佳做法提示和教
程，获取类型选择相关帮助。 从“可视化对象”窗格中，选择区域图表图标。

4. 选择省略号，然后选择“按月进行排序”，对视觉对象排序。

5. 调整可视化对象的大小，方法是选择可视化对象，抓取其中一个边框圈并进行拖动。 使其宽度足以消除滚
动条，同时足够小，从而使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添加其他可视化对象。

6. 保存报表。



添加按位置添加按位置查查看看销销售售额额的地的地图图可可视视化化对对象象

1. 从“商店”表中，选择“区域”。 Power BI 识别出 Territory 是一个位置，并创建地图可视化对象。

2. 将“总商店数”拖动至“大小”区域。

3. 添加图例。 若要按商店名称查看数据，将“连锁店”拖动到“图例”区域。



后续步骤

有关“字段”窗格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报告编辑器...教程。
若要了解如何筛选和突出显示你的可视化对象，请参阅在 Power BI 报表中进行筛选和突出显示。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对象的详细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基本分区图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基本面积图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创建基本面积图

基本面积图（又称为分层分区图）基于折线图。 轴和行之间的区域使用颜色进行填充以指示量。

分区图强调变化随时间推移的度量值，可以用于吸引人们关注某个趋势间的总值。 例如，可以在分区图中绘制表示
随时间推移的利润的数据以强调总利润。

基本分区图适用情况：

查看并比较各个时序间的量趋势

对于表示可以物理方式计数的集合的各个序列

Power BI 服务
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登录 Power BI，并依次选择“获取数据”>“示例”>“零售分析示例”>“连接”，再选择“转至
仪表板”。

1. 从“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中，选择总总商店数商店数磁贴以打开“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2. 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3. 选择报表底部的黄色加号图标 (+)，添加新报表页。

4. 创建按月显示本年度销售额和去年销售额的面积图。

a. 在“字段”窗格中，依次选择“销售额”>“去年销售额”，再依次选择“今年销售额”>“值”。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basic-area-chart.md


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b.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分区图”图标，将图表转换为基本分区图。

c. 选择“时间”>“月份”以将其添加到“轴”框。

d. 若要按月显示图表，请选择“省略号”（视觉对象的右上角）并选择“按月排序”。

若要了解如何使用“筛选器”窗格，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若要突出显示图表中的特定分区，请选择相应分区或其上边框。 与其他可视化效果类型不同，如果同一页面上还有
其他可视化效果，突出显示基本分区图不会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但是，面积图是报表页上其他可
视化效果触发的交叉筛选的目标。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报表中的视觉对象交互

残障人士能够更轻松地访问报表

基本面积图对于比较值无效，因为分层区域上是封闭的。 Power BI 使用透明度指示区域的重叠。 但是，它只适
用于两个或三个不同区域。 需要将趋势与三个以上的度量值进行比较时，请尝试使用折线图。 需要将量与三个
以上的度量值进行比较时，请尝试使用树状图。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组合图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组合图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创建基本的单轴组合图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nv66cTZ5ho?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在 Power BI 中，组合图是将折线图和柱形图合并在一起的单个可视化效果。 通过将两个图表合并为一个图表可以
进行更快的数据比较。

组合图可以具有一个或两个 Y 轴。

组合图适用情况：

具有 X 轴相同的折线图和柱形图时。
比较具有不同值范围的多个度量值。

在一个可视化效果中说明两个度量值之间的关联。

检查一个度量值是否满足另一个度量值定义的目标

节省画布空间。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均支持组合图。 本教程使用 Power BI 服务创建组合图。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
作，请打开 Power BI 服务，并连接到“零售分析示例”（说明如下）。

观看如何使用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创建组合图。

  若要创建自己的组合图，请登录 Power BI 服务，再依次选择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示例示例“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连连接接”>“转转至至
仪仪表板表板”>。

1. 从“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中，选择总总商店数商店数磁贴以打开“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2. 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3. 添加新报表页。

4. 创建按月显示本年度销售额和毛利的组合图。

a. 从“字段”窗格，选择销销售售额额  > 本年度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  > 值值。

b. 将销销售售额额  > 本年度毛利本年度毛利拖动到值值框。

c. 选择时间时间  > 会会计计月份月份以将它添加到轴轴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combo-chart.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nv66cTZ5ho?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创建具有两个轴的组合图

5. 在可视化效果的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会按会计计月份排序月份排序”。 若要执行升序或降序排序，可能需要
选择它两次。

6. 将柱形图转换为组合图。 在选择了柱形图的情况下，从“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折线和簇状柱形图”。

7. 从字段字段窗格，将销销售售额额  > 去年去年销销售售额额拖动到行行值值存储段。

组合图应如下所示：

在此任务中，我们会比较毛利和销售额。

1. 新建按“月份”跟踪“去年毛利率”的折线图。 一月的 GM% 是 35%，在四月达到峰值 45%，在七月下降，在八
月再次达到峰值。 去年和本年度的销售额是否会呈现类似模式？

2. 将本年度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  > 值值和去年去年销销售售额额添加到折线图。 “去年毛利率”的比例尺比“销售额”的比例尺小得多，因
此比较起来非常困难。



向轴添加标题

3. 若要使视觉对象更易于查看和解释，请将折线图转换为折线和堆积柱形图。

4. 将去年毛利率去年毛利率从列列值值拖动到行行值值中。 Power BI 会创建两个坐标轴，这样就可以对数据集使用不同的比例
尺；左侧度量值销售额是美元，右侧度量值是百分比。

1. 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 ，打开格式窗格。

2. 选择向下箭头以展开 Y 轴轴选项。

3. 对于 Y 轴轴（列）（列），将“位置位置”设置为“左左”，将“标题标题”设置为“打开打开”，将“样样式式”设置为“仅显仅显示示标题标题”，并将“显显示示”设
置为“百万百万”。



4. 在“Y 轴(列)”下，向下滚动并确保将“显示次级内容”设置为“开”。 该操作显示对组合图的折线图部分进行格式
化的选项。

5. 对于 Y 轴轴（行）（行），将“位置位置”保留为“右右”，将“标题标题”设置为“打开打开”，并将“样样式式”设置为“仅显仅显示示标题标题”。

组合图现在显示双轴，它们都具有标题。

6. （可选）修改文本字体、大小和颜色，并设置其他格式选项，以提升图表的显示效果和可读性。



交叉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后续步骤

从这里你可能想要：

将组合图添加为仪表板磁贴。

保存报表。

残障人士能够更轻松地访问报表

突出显示组合图中的列或行可交叉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反之亦然。 使用视觉对象交
互可以更改此默认行为。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概述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的标题、图例和背景
2018/7/11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在报表中自定义可视化效果标题

NOTENOTE

在本教程中，你将学习一些用于自定义可视化效果的不同方式。 有许多选项用于自定义可视化效果，了解所有这些
选项的最佳方法是：浏览格式设置窗格（选择 paintroller 图标）。 为了帮助你入门，本文演示了如何自定义可视化效
果的标题、图例和背景。

并非所有可视化效果都可以进行自定义，查看完整列表。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演示如何在报表中自定义可视化效果（快进到视频的 4:50）。 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
分步说明操作，用自己的数据自行尝试一下。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并在编辑视图中打开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时，它会成为仪表板磁贴。 磁贴本身还可以使用新标题和副标题进行自定义，可以是超链接并且可
以调整大小。

1. 导航到报表的“新建商店”页面，并选择“按开业月份划分的开业商店计数...”柱形图。

2.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 paintroller 图标以显示格式设置选项。 然后选择“标题”展开此部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customize-title-background-and-legend.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背景

3. 通过选择“打开”（或“关闭”）滑块来打开和关闭标题标题。 现在，将它保留为打开打开。

4. 通过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按开按开业业月份划分的商店月份划分的商店计计数数来更改标题标题文本文本。

5. 将字体字体颜颜色色更改为橙色，并将背景色背景色更改为黄色。

选择下拉菜单，然后从主主题颜题颜色色、最近使用的最近使用的颜颜色色或自定自定义颜义颜色色中选择颜色。

选择下拉菜单以关闭颜色窗口。

始终可以通过在颜色窗口中选择恢复到默恢复到默认值认值，来恢复为默认颜色。

6. 将文本大小增加到 12。

7. 我们对图表标题进行的最后一个自定义是使它在可视化效果中居中。 标题位置默认为左对齐。

此时在教程中，柱形图“标题”应如下所示：

要恢复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所有标题自定义，请在标题标题自定义窗格底部选择默默认认到默到默认值认值。

在选择相同柱形图的情况下，展开背景选项。

1. 通过选择“打开”（或“关闭”）滑块来打开和关闭背景。 现在，将它保留为打开打开。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图例

可以自定义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2. 将背景色更改为 74% 灰色。

选择下拉菜单，然后从“主题颜色”、“最近使用的颜色”或“自定义颜色”中选择灰色。
将透明度更改为 74%。

要恢复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所有背景自定义，请在背景背景自定义窗格底部选择默默认认到默到默认值认值。

1. 打开概述概述报告页面并选择“按会计月份和区域经理划分的总销售额差异”图表。

2. 在“可视化效果”选项卡中，选择画笔图标以打开格式设置窗格。

3. 展开图图例例选项。

4. 通过选择“打开”（或“关闭”）滑块来打开和关闭图例。 现在，将它保留为打开打开。

5. 将图例移动到可视化效果左侧。

6. 通过将标题标题切换为打开打开，然后在图图例名称例名称字段中输入经经理理，来添加图例标题。 

要恢复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所有图例自定义，请在图图例例自定义窗格底部选择默默认认到默到默认值认值。

  



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 标题标题 背景背景 图图例例

分区图 是 是 是

条形图 是 是 是

卡片图 是 是 n/a

多行卡片图 是 是 n/a

柱形图 是 是 是

组合图 是 是 是

圆环图 是 是 是

着色地图 是 是 是

漏斗图 是 是 n/a

仪表盘 是 是 n/a

kpi 是 是 n/a

折线图 是 是 是

映射图 是 是 是

矩形图 是 是 n/a

饼图 是 是 是

散点图 是 是 是

切片器 是 是 n/a

表 是 是 n/a

文本框 否 是 n/a

树状图 是 是 是

瀑布图 是 是 是

后续步骤

自定义 X 轴和 Y 轴
自定义颜色和轴属性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ESRI
ArcGIS 地图
2018/7/17 • • Edit Online

TIPTIP

TIPTIP

用户须知

本教程是从 ArcGIS 地图创建者的角度进行编写。 创建者与同事共享 ArcGIS 地图后，此同事便可以查看相应的地
图并与之交互，但无法保存更改。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查看 ArcGIS 地图，请参阅与 ArcGIS 地图交互。

ArcGIS 地图和 Power BI 的结合将超越地图点表示法的地图绘制技术提升到全新水平。 从基本地图、位置类型、
主题、符号样式和引用层中进行选择，创建丰富多彩的信息性地图可视化效果。 地图上权威数据层与空间分析的
结合可传达出可视化效果中数据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虽然无法在移动设备上创建 ArcGIS 地图，但可以查看它并与之交互。 请参阅与 ArcGIS 地图交互。

GIS 指的是地理信息科学。

下面的示例使用深灰色画布针对 2016 年可支配收入中间值的人口统计层以热度地图形式显示区域销售情况。 随
着你不断阅读本教程，你会发现使用 ArcGIS 地图可提供几乎无限制的改进的地图功能、人口数据和更炫的地图
可视化功能，这样可以更加完美地讲述你的案例。

请访问 ESRI 上的 Power BI 页面，查看多个示例并阅读用户感言。 然后查看 ESRI 的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入门页。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由 Esri (www.esri.com) 提供。 你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
和隐私策略。 Power BI 用户如果希望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视觉对象，则需要接受同意对话框。

资源

条款

隐私策略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产品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arcgis.md
https://www.esri.com/powerbi
https://doc.arcgis.com/en/maps-for-powerbi/get-started/about-maps-for-power-bi.htm
http://www.esri.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3
https://www.esri.com/powerbi


启用 ArcGIS 地图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  (app.powerbi.com)  (app.powerbi.com) 中启用中启用  ArcGIS  ArcGIS 地地图图

ArcGIS 地图当前在 Power BI 服务、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移动中可用。 本文提供了适用于 Pover BI 服
务和 Desktop 的说明。

本教程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启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菜单栏的右上方部分，选择齿轮图标并打开“设置”

2. 选择“ArcGIS Maps for Power BI”复选框。 完成选择后需要重启 Power BI。

3.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并从“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图标。

4. Power BI 向报表画布中添加空的 ArcGIS 地图模板。



创建 ArcGIS 地图视觉对象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VvOZmxg9s

Watch 将创建几个不同的 ArcGIS 地图可视化效果，然后使用以下步骤通过零售分析示例亲自尝试一下。

NOTENOTE

1. 从“字段字段”窗格中，拖动一个数据字段到“位置位置”或“纬纬度度”和/或“经经度度”框。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 存储 > 城
市。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会自动检测已选字段显示为地图上的形状或点是否是最佳方式。 可以调整设置中的默认值
（如下所示）。

2. 从“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模板 ，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 ArcGIS 地图。

3. 从“字段”窗格中，拖动一个度量值到“大小”框，以调整数据的显示方式。 在本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销售额
> 去年销售额”。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VvOZmxg9s


AcrGIS 地图设置和格式

详细的文档

功能概述

若要访问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格式化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NOTENOTE

1. 通过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角的省略号，然后选择“编辑”，来访问其他功能。

可视化效果的顶部显示了可用的功能。 当选择每个功能时，可打开相应的任务窗格，其中提供详细的选项。

有关设置和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详细详细的文档的文档。

2. 若要返回到报表，请选择报表画布左上角的“返回报表”。

Esri 针对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功能集提供综合文档。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8772


基本地基本地图图

位置位置类类型型

地地图图主主题题

提供了四个基本地图：暗灰色画布、浅灰色画布、OpenStreetMap 和街道。 街道是 ArcGIS 的标准基本地图。

若要应用基本地图，在任务窗格中选择它。

ArgGIS Maps for Power BI 自动检测在地图上显示数据的最佳方法。 从点或边界中进行选择。 可以使用位置类型
选项微调这些选择。

仅当数据包含标准地理位置值时，边界才可使用。 Esri 自动找出要在地图上显示的形状。 标准地理位置值包括国
家/地区、省、邮政编码等。但是和 GeoCoding 一样，默认情况下 Power BI 不会为数据检测字段是否为边界，或者
是否有边界。

提供了四个地图主题。 根据绑定到位置以及添加到 Power BI“字段”窗格中大小框的字段，自动选择仅位置主题和
大小主题。 当前使用的是大小主题，因此请切换到热图主题。



主主题题 说说明明

仅位置 根据位置类型中的设置，在地图上绘制数据点和已填充的边

界。

热图 在地图上绘制数据的热度图。

尺寸 在根据“字段”窗格中“大小”框里的值调整大小的地图上绘制数
据点。

聚类 在地图的各个区域中绘制数据点的数目。

符号符号样样式式

固定内容固定内容

使用符号样式可以对地图上数据的显示方式进行精细调整。 根据所选的位置类型和地图主题，符号样式会有所不
同。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如何将“位置类型”设置为“大小”，以及如何调整透明度、样式和大小。

通过添加固定内容引起对地图上点的注意。

1. 选择“固定内容”选项卡。

2. 在搜索框中键入关键字（如地址、地点和兴趣点），再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地图上会显示一个符号，并会
自动缩放到相应位置。 搜索结果将会保存为“大头针”窗格中的位置卡。 最多可以保存 10 张位置卡。



驾驶时间驾驶时间

3. Power BI 将固定内容添加到该位置，你可以更改固定内容的颜色。

4. 添加和删除固定内容。

使用“驾驶时间”窗格，可以选择一个位置，然后确定在指定半径区域或驾驶时间内可用的其他地图功能。

1. 选择“驾驶时间”选项卡，再选择单选或多选工具。 单选华盛顿特区的大头针。 



引用引用层层

引用引用层层  —  — 人口人口统计统计

TIPTIP
如果放大地图（使用“+”图标），选择位置将更加容易。

2. 假设要乘飞机到华盛顿特区 呆几天，并要确定在合理行驶范围内有哪些商店。 将“搜索区域”更改为“半径区
域”，并将“距离”更改为“50 英里”，再选择“确定”。

3. 半径区域显示为紫色。 选择任何一个位置，显示它的详细信息。 （可选）更改颜色和边框，设置半径区域格
式。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中可选择人口统计信息层，这些图层可以为 PowerBI的数据提供相关的对照信息。

1. 选择“引用层”选项卡，然后选择“人口统计”。

2. 所列出的每一个图层都带有一个复选框。 勾选图层即可将该图层添加到地图中。 在此示例中，我们已将家
庭平均收入图层添加到地图中。



引用引用层层  — ArcGIS — ArcGIS

3. 每一个图层都可以进行交互式操作。 正如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气泡图以查看详细信息，同样也可以单击地图
上的阴影区域查看明细。

ArcGIS Online 允许组织发布公共的 Web 地图。 另外，Esri 还通过 Living Atlas 提供了一套精选的 Web 地图集。
在 ArcGIS 选项卡中，可以搜索所有的公共 Web 地图或 Living Atlas 地图，并将搜索到的地图作为引用层添加到
地图中。

1. 选择“引用层”选项卡，然后选择“ArcGIS”。

2. 输入搜索词，然后选择一个地图图层。 在本例中我们选择美国参议院选区分布图。



选择数据点

NOTENOTE

获取帮助

管理组织中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使用方式

3. 若要查看详细信息，请选择阴影区域以打开“从引用层选择”：对引用层上的所选区域的边界或对象使用引用
层选择工具。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有三种选择模式。

使用切换的方式更改选择模式：

 选择单个数据点。

 在地图上绘制一个矩形框来选择包含的数据点。

 利用引用层中的边界或多边形来选择所包含的数据点。

一次最多可选择 250 个数据点。

Esri 针对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功能集提供综合文档。

可以在 Power BI 社区中与适用于适用于  Power BI 的的  ArcGIS 地地图图相关的帖子中提问题和查找最新信息，报告问题并
查找答案。

如果有改进建议，可以将建议提交到 Power BI 建议列表。

Power BI 允许用户、租户管理员、IT 管理员设置是否要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用户选项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用户可以停止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方法是在选项中的“安全”选项
卡中禁用此组件。 禁用后，默认不会加载 ArcGIS Map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877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8771
https://ideas.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用户可以在用户设置中的“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选项卡上禁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从而停止使用此类地图。 禁用后，默认不会加载 ArcGIS Maps。

租户管理员选项 在 PowerBI.com 中，租户管理员可以通过禁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来阻止所有租户使用
此组件。 禁用后，Power BI 不再能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看到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图标。



属性属性 值值

键 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td>

值名称 EnableArcGISMaps

注意事项和限制

服服务务 /应应用用 是否支持是否支持

Power BI Desktop 是

Power BI 服务 (PowerBI.com) 是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 是

Power BI 发布到 Web 否

Power BI Embedded 否

Power BI 服务嵌入 (PowerBI.com) 否

IT 管理员选项 Power BI Desktop 支持使用组策略在整个组织内的已部署计算机上禁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值为 1（十进制），启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值为 0（十进制），禁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以下服务和应用支持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

在不支持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的服务或应用中，可视化效果将显示为带 Power BI 徽标的空视觉对象。

对街道地址进行地理编码时，只会对前 1500 个地址进行地理编码。 对地名或国家/地区进行地理编码时，没有前
1500 个地址限制。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如何运作？如何运作？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由 Esri (www.esri.com) 提供。 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时，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和隐私策略。 Power BI 用户如果希望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视觉对象，则需要接受同意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同意》）。 使用 Esri 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时，必须遵守 Esri 的条款和隐私策略，同意对话框具有相关链接。 每个用户在首次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之前，必须同意条款和隐私策略。 一旦用户接受同意，绑定到视觉对象的数据至少会发送到

http://www.esri.com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22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6323


后续步骤

Esri 的服务以进行地理编码，这意味着将位置信息转换为可以在地图中表示经度和纬度的信息。 应该假定可以将
绑定到数据可视化效果的任意数据发送到 Esri 的服务。 Esri 提供基本地图、空间分析和地理编码之类的服务。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觉对象与使用 SSL 连接的这些服务进行交互，该连接由 Esri 提供和维护的证书保
护。 可以从 Esri 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产品页获取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其他信息。

当用户通过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注册由 Esri 提供的 Plus 订阅时，他们与 Esri 建立了直接关系。 Power BI
不向 Esri 发送有关用户的个人信息。 用户使用自己的 AAD 身份登录并信任 Esri 提供的 AAD 应用程序。 通过此
操作，用户直接与 Esri 共享其个人信息。 一旦用户将 Plus 内容添加到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觉对象，其他
Power BI 用户也需要 Esri 的 Plus 订阅才能查看或编辑该内容。

有关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的工作原理的详细技术问题，请通过其支持站点与 Esri 联系。

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需要付费吗？

所有 Power BI 用户都可以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无需额外付费。 此组件由 Esri 提供，应在本文前
面所述的由 Esri 提供的使用条款及隐私政策的限制下使用此组件。

我在我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看到关于中看到关于缓缓存已存已满满的的错误错误消息消息

我们正在修复此 bug。 在此期间，若要清除缓存，请尝试删除 C:\Users\AppData\Local\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CEF 位置中的文件，再重启 Power BI。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是否支持 Esri 形状文件？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自动检测诸如国家/地区、州/省，以及邮政编码等标准边界。 如果需要提供自定义的形
状，可以使用 Shape Maps for Power BI Desktop（预览版） 来操作。

是否能够离线查看 ArcGIS 地图？

否，Power BI 需要网络连接才能显示地图。

可以从 Power BI 连接我的 ArcGIS Online 帐户吗？

目前还不行。 投票支持此建议吧。等我们着手开发此功能时，我们会向你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与已与你共享的 ArcGIS 地图交互

宣布推出适用于 Power BI 的 ArcGIS 地图的博客文章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www.esri.com/powerbi
https://ideas.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ideas/suggestions/9154765-arcgis-geodatabas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arcgis-maps-for-power-bi-by-esri-preview/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2018/8/14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连接到来自许多不同的源的数据。 在此页面底部列出了可用数据源的
完整清单。

若要连接到数据，请在主主页页功能区中选择 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选择向下箭头，或按钮上的“获取数据”文本，将
会显示最常见的数据类型菜单，如下图所示：

从最常最常见见菜单选择 更多更多… 将会显示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你还可以通过直接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图标图标按按钮钮来
打开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绕过最常最常见见菜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ata-sources.md


  

NOTENOTE

数据源

Power BI 团队正在不断扩展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的数据源。 因此，你通常会看到工作过程
中的数据源版本标记为 Beta 或预览。 标记为 Beta 或预览的任何数据源所提供的支持和功能有限，不应在生产
环境中使用。

数据类型分为以下类别：

全部

文件

数据库

Power BI
Azure
Online Services
其他

全部全部类别包括来自所有类别的所有数据连接类型。

文件文件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Excel
文本/CSV
XML
JSON
文件夹

SharePoint 文件夹



下图显示文件文件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数据数据库库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SQL Server 数据库
Access 数据库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IBM DB2 数据库
IBM Informix 数据库(Beta)
IBM Netezza
MySQL 数据库
PostgreSQL 数据库
Sybase 数据库
Teradata 数据库
SAP HANA 数据库
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程序服务器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消息服务器 (Beta)
Amazon Redshift
Impala
Google BigQuery
Snowflake
Exasol



NOTENOTE
某些数据库连接器需要通过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然后再选择“预览功能”才能启用。 如果你没有看
到上面提到的某些连接器，但想使用它们，请检查“预览功能”设置。 另请注意，标记为 Beta 或预览的任何数据源
所提供的支持和功能有限，不应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下图显示数据数据库库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Power BI”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Power BI 数据集

下图显示 Power BI 的“获取数据”窗口。



Azure 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Azure SQL 数据库
Azure SQL 数据仓库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
Azure Blob 存储
Azure 表存储
Azure Cosmos DB (Beta)
Azure Data Lake Store
Azure HDInsight (HDFS)
Azure HDInsight Spark (Beta)
HDInsight 交互式查询 (Beta)
Azure KustoDB (beta)

下图显示 Azure 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Online Services 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SharePoint Online 列表
Microsoft Exchange Online
Dynamics 365（联机）
Dynamics NAV (Beta)
Dynamics 365 Business Central
Common Data Service for Apps(Beta)
Common Data Service (Beta)
Microsoft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 (Beta)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Beta)
Salesforce 对象
Salesforce 报表
Google Analytics
Adobe Analytics
appFigures (Beta)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Beta)
Dynamics 365 for Customer Insights (Beta)
Data.World - 获取数据集 (Beta)
Facebook
GitHub (Beta)
MailChimp (Beta)



Marketo (Beta)
Mixpanel (Beta)
Planview Enterprise One - PRM (Beta)
Planview Projectplace (Beta)
QuickBooks Online (Beta)
Smartsheet
SparkPost (Beta)
Stripe (Beta)
SweetIQ (Beta)
Planview Enterprise One - CMT (Beta)
Twilio (Beta)
tyGraph (Beta)
Webtrends (Beta)
Zendesk (Beta)
TeamDesk (Beta)

下图显示 Online Services 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其他其他类别提供下列数据连接：

Vertica (Beta)
Web
SharePoint 列表
OData 数据源



NOTENOTE

连接到数据源

Active Directory
Microsoft Exchange
Hadoop 文件 (HDFS)
Spark
R 脚本
ODBC
OLE DB
空查询

下图显示其他其他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

此时，无法连接到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保护的自定义数据源。

若要连接到数据源，请从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选择数据源，然后选择连连接接。 在下图中，已从其他其他数据连接类
别中选择了 Web。



将显示特定于数据连接类型的连接窗口。 如果需要提供凭据，将提示你提供凭据。 下图显示输入 URL
以便连接到 Web 数据源。

输入 URL 或资源连接信息后，选择确定确定。 Power BI Desktop 会建立到数据源的连接，并在导导航器航器中显
示可用的数据源。



后续步骤

可以通过选择导导航器窗格航器窗格底部的加加载载按钮加载数据，或者选择编辑编辑按钮，在加载数据之前编辑查询。

这就是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的所有相关信息！ 尝试从我们不断增多的数据源列表连
接到数据，并经常回访 - 我们会持续将数据源添加到此列表中。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类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通过提供示例从网页获取数据（预览）
2018/7/31 • • Edit Online

启用预览功能“通过示例从 Web 获取数据”

从网页获取数据使用户可以轻松地从网页中提取数据并将该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但是，网页上的数据通
常不在整齐的、易于提取的表中，因此，从此类页面获取数据具有挑战性（即使它已结构化且具有一致性）。

有一种解决方案。 使用“通过示例从 Web 获取数据”功能，你可以通过在连接器对话框中提供一个或多个示例，实
质显示你要从中提取数据的 Power BI Desktop，它将在与示例匹配的页面上收集其他数据。 使用此解决方案，可以
从网页提取所有类型的数据，包括在表中找到的数据和其他非表数据。

“通过示例从 Web 获取数据”为预览功能，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该功能，请选择“文件”>“选
项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新的‘通过 Web’体验”复选框。 完成选择后需要重启 Power BI Deskto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to-web-by-example.md


使用通过示例从 Web 获取数据

一旦启用预览功能，你便准备好开始使用它。

若要使用“通过示例从 Web 获取数据”，请从“主页”功能区菜单选择“获取数据”。 在显示的窗口中，从左窗格中的类
别中选择“其他”，然后选择“Web”。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tore/top-paid/games/xbox?category=classics

在这里，输入想要从中提取数据的网页的 URL。 在本文中，将使用 Microsoft Store 网页，并演示此连接器如何工
作。

如果想要按照说明操作，可以使用本文中所用的 Microsoft Store URL：

当选择“确定”时，你将会转到“导航器”对话框，其中显示任何来自网页的自动检测的表。 在下图所示的案例中，未找
到任何表，但页面底部有一个按钮“使用示例提取表”，用来提供示例。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tore/top-paid/games/xbox?category=classics


选择使用示例提取表使用示例提取表将显示一个交互式窗口，可以在其中预览网页的内容以及输入想要提取的数据示例值。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提取页面上每个游戏的“名称”和“价格”。 我们可以通过从每个列的页面指定几个示例来执行该
操作，如下图所示。 键入这些示例后，Power Query（这是从网页提取数据的基础技术）能够使用智能数据提取算法
提取适合示例条目模式的数据。



对从网页提取的数据感到满意后，选择“确定”转到查询编辑器，其中可以应用更多转换或修整数据，例如将此数据
与其他数据源进行合并。



后续步骤

在这里，可以在创建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时创建视觉对象或者使用网页数据。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通过示例添加列

连接到网页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
集
2018/8/9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管理报表生命周期

创创建并共享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数据集建并共享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数据集

可以与 Power BI 服务中的共享数据集建立实时连接，并根据同一数据集创建多个不同的报表。 也就是说，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理想的数据模型，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然后你和其他人可以根据同一通用数据
模型创建多个不同的报表（独立的 .pbix 文件）。 此功能称为“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

此功能具有诸多优势（包括用作最佳做法），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 也存在一些注意事项和限制。因此，请务必仔细
阅读本文结尾部分介绍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Power BI 的普及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报表、仪表板及其基础数据模型激增。 如此普及的原因在于，可以轻松地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富有吸引力的报表，然后将其共享（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并能通过这些数据集创
建精彩的仪表板。 由于许多人都这么做（通常使用的是同一个（或几乎相同的）数据集），因此确定报表是以哪个数据
集为依据且每个数据集的新近度就变得很困难。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提供了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功能，以

便你可以更轻松、一致地创建、共享和扩展通用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

假设 Anna 是一名业务分析师，同时也是你团队中的一员，她非常擅长创建优质数据模型（通常称为“数据集”）。 借
助她自己的专业知识，Anna 可以创建数据集和报表，然后将报表共享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eport-lifecycle-datasets.md


使用使用实时连实时连接功能接功能连连接接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数据集数据集

NOTENOTE

每个人都很喜欢她的报表和数据集，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尝试根据她的数据集创建自己的版

本，然后将他们自己的报表与团队共享。 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你团队的工作区中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大量报表（以
不同的数据集为依据）。 哪一个是最新的？ 这些数据集是完全相同，还只是大致相同？ 区别在哪里？ 借助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功能，一切都会有所改善。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了解其他人如何将 Anna 发布的数据集用于自
己的报表，以及所有人如何使用同一个已发布且经过审核的可靠数据集来生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报表。

创建自己的报表（及其依据的数据集）后，Anna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此报表显示在 Power BI 服务中她
团队的工作区内。 现在，她的工作区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查看并使用此报表。

若要了解有关工作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工作区。

她的工作区中的其他成员现在可以与 Anna 共享的数据模型建立实时连接（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功能），并

根据她的原始数据集创建自己独一无二的报表。

下图展示了 Anna 是如何创建一个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并将其（包括它的数据模型）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
的。 然后，她的工作区中的其他成员可以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功能连接她的数据模型，并根据她的数据集

创建自己独一无二的报表。

数据集只在一个工作区中进行共享。 要连接的数据集必须位于你所属的共享工作区中，才能建立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



使用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的分步流程

发发布布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和数据集表和数据集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是多么实用，以及如何将此功能用作管理报表生命周期的最佳做法。

接下来，我们逐步了解如何将 Anna 的优质报表（和数据集）变成她的 Power BI 工作区中的同事可以使用的共享数
据集。

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管理报表生命周期的第一步是，创建并共享同事想要使用的报表（和数据集）。 因
此，Anna 必须先从 Power BI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她的报表。 为此，她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开始”功能区中选
择“发布”。

如果尚未登录 Power BI 服务帐户，系统将会提示她登录。

随后，她可以选择要将报表和数据集发布到的目标工作区。 请注意，只有有权访问报表发布到的工作区的成员才能
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访问报表的数据集。



与已与已发发布的数据集建立布的数据集建立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

此时便会开始发布，Power BI Desktop 会显示发布进度。

完成后，Power BI Desktop 会提示发布成功，并显示两个链接，一个链接用于转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访问报表本身，
另一个链接用于获取有关报表的快速快速见见解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权访问报表（和数据集）发布到的工作区的其他同事如何连接数据集并生成自己的报表。

若要与已发布的报表建立连接，并根据已发布的数据集创建自己的报表，请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开始”功能区
中依次选择“获取数据”和“Power BI 服务”。 也可以依次选择“获取数据”>“联机服务”>“Power BI 服务”。



如果尚未登录 Power BI，系统将会提示你登录。 登录后，便会看到一个窗口，其中显示你所属的工作区，你可以选
择包含要与其建立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的数据集的工作区。

工作区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相应工作组中有多少个共享数据集，选择左侧的三角形可以展开工作区并选择共享数

据集。

对于上面的 Power BI 服服务务实时连接窗口，需要注意下面几点事项：



NOTENOTE

限制和注意事项

可以搜索共享数据集，但搜索结果范围仅限于展开的工作区，不会搜索未展开的任何工作区。

可以展开多个工作区来扩大搜索范围。

选择窗口中的“加载”后，便与所选的数据集建立了实时连接。也就是说，所看到的数据（字段及其值）已实时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现在，你（和其他人）可创建并共享自定义报表，且所有操作均基于同一数据库。 让一个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创建
格式正确的数据集（就像 Anna 所做），然后允许很多同事使用此共享数据集创建他们自己的报表，不失为一种很好
的方法。

当基于使用与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的数据集创建报表时，只能将该报表发布到包含所使用数据集的同一 Power BI 服务工作
区。

使用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时，需要遵循几项限制和注意事项。

工作区的只读成员无法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集。
只有属于同一个 Power BI 服服务务工作区的用户，才能使用 Power BI 服服务实时连务实时连接接功能连接已发布的数据集。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工作区（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

由于这是实时连接，因此禁用左导航和建模，与连接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时的行为相似。
由于这是实时连接，因此将强制执行 RLS（行级和角色级安全）、OneDrive for Business 和其他此类连接行为，与



连接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时的情况相似。
选择要连接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哪一个数据集时，搜索框的搜索范围仅限于已展开的工作区。
如果所有者修改最初共享 .pbix 文件，则将覆盖 Power BI 服务中共享的数据集和报表。
工作区的成员无权替换最初共享的报表。 尝试执行此操作会导致出现警告，提示你重命名文件后再进行发布。
如果删除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共享数据集，那么其他 Power BI Desktop (.pbix) 文件将无法再正常运行或显示
其视觉对象。

对于内容包，必须先创建内容包的副本，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将 .pbix 报表和数据集共享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
对于来自我的组织的内容包，一旦复制，则无法替换在此服务上创建的报表和/或作为使用实时连接复制内容包
的一部分创建的报表。 尝试执行此操作会导致出现警告，提示你重命名文件后再进行发布。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
替换已发布的实时连接的报表。

基于使用与 Power BI 服服务务实时连接的数据集创建报表时，只能将该报表发布到包含所使用数据集的同一
Power BI 服务工作区。
删除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共享数据集意味着无法再从 Power BI Desktop 访问该数据集。



将 Excel 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2018/8/16 • • Edit Online

如何导入 Excel 工作簿？

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将 Excel 工作簿轻松导入带有 Power Query 查询、Power Pivot 模型和 Power View 工
作表的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和可视化效果均基于 Excel 工作簿自动创建，导入后，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现有功能以及其每月更新的新功能继续改善和优化报表。

计划将在 Excel 和 Power BI Desktop 之间提供更多通信（如导入/导出）；借助当前将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的功能，现有 Excel 用户可开始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若要导入工作簿，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文件文件  -> 导导入入  -> Excel 工作簿内容工作簿内容。

随即将出现一个窗口，让你选择要导入的工作簿。 目前对于工作簿中对象的数量和大小没有限制，但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分析和导入较大的工作簿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import-excel-workbooks.md


NOTENOTE
若要从共享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夹或 Office 365 组文件夹加载或导入 Excel 文件文件夹，请使用 Excel 文件的 URL，并
将其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中的 Web 数据源。 需要遵循几个步骤来正确为OneDrive for Business URL 设置格式，因此请
查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链接，了解有关详细信息和正确的一系列步骤。

选择工作簿后，Power BI Desktop 将分析该工作簿并将其转换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pbix)。 该操作只执行一
次；通过这些步骤创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之后，Power BI Desktop 文件将与原始 Excel 工作簿毫无关联，可修
改或更改（以及保存和共享）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且不影响原始工作簿。

导入完成后，将显示摘要摘要页面，页面上会描述已转换项目并列出不能导入的所有项目。

选择关关闭闭后，将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加载该报表。 下图显示了导入 Excel 工作簿后 Power BI Desktop 的状态：
Power BI Desktop 基于工作簿内容自动加载报表。



导入了工作簿中的哪些元素？

EXCEL 工作簿中的工作簿中的对对象象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最文件中的最终结终结果果

Power Query 查询 Excel 中的所有 Power Query 查询都会转换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 如果 Excel 工作簿中已定义查询组，那么将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复制相同组织。 除非已在 Excel 中设置
为“仅创建连接”的查询，否则请加载其他所有查询。 可在 Power
BI Desktop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的开始开始选项卡中的属性属性对话框自定义

加载行为。

Power Pivot 外部数据连接 所有 Power Pivot 外部数据连接将都转换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

链接表或当前工作簿表 如果 Excel 中有工作表数据表链接到数据模型或链接到查询（通
过使用“从表格”或 M 中的 Excel.CurrentWorkbook() 函数），将
显示下列选项：1. 将表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该表格
是数据的一次性快照，之后将不能编辑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表数据。 使用此选项创建的表有大小限制，字数上限为 100 万
个字符（总数，包括所有列标题和单元格）。 2. 保留与原始工作
簿的连接。 你还可以保留与原始 Excel 工作簿的连接，Power BI
Desktop 每次刷新时都会检索表中的最新内容，就像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针对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其他查询一样。

数据模型计算列、度量值、KPI、数据类别和数据关系 这些数据模型对象将转换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等效对象。
注意：某些数据类别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不可用，例如图像。
在这些情况下，将对有问题的相关列重置数据类别信息。

由于已导入工作簿，你可以继续处理报表（例如创建新的可视化效果、添加数据或创建新的报表页）以及继续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所有功能和特性。

Power BI Desktop 可导入以下元素，在 Excel 中通常称为对象。



Power View 工作表 为每个 Power View Excel 工作表创建新报表页。 报表的名称和
报表页面顺序与原始 Excel 工作簿匹配。

EXCEL 工作簿中的工作簿中的对对象象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最文件中的最终结终结果果

导入工作簿是否有任何限制？

将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时存在一些限制，如下所示：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外部表格模型的外部连连接：接：  在 Excel 2013 中，无需导入数据就可创建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连接，并在这些模型之上创建 Power View 报表。 目前不支持使用这种连接类型将 Excel 工
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解决方法是，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重新建立这些外部连接。
层层次次结结构：构：  Power BI Desktop 目前不支持这种数据模型对象类型。 因此，将 Excel 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时会略过层次结构。
二二进进制数据列：制数据列：  Power BI Desktop 目前不支持这种数据模型列类型。 Power BI Desktop 生成的表中已删除二
进制数据列。

不支持的 Power View 元素：Power BI Desktop 目前尚未提供 Power View 中的一些功能，例如布景主题或特定
可视化效果类型（具有播放轴的散点图、向下钻取行为等）。 这些不支持的可视化效果会导致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的对应位置出现可视化效果不受支持的消息，你可以根据需要删除或重新配置。
使用 Power Query 中的从表从表或使用 M 中的 Excel.CurrentWorkbook ：：  目前不支持将这个名称范围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但 Power BI Desktop 已计划此更新。 目前，这些名称范围会当做外部 Excel 工作簿的连接，
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SSRS 的的  PowerPivot：：  由于 Power BI Desktop 目前不提供该数据源，因此目前不支持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的PowerPivot 外部连接。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泛型接口连接到数据
2018/7/1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接口

使用从访问访问数据数据库库到 Zendesk 资源的内置数据连接器，可以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多种不同的数据源，
如“获获取数据取数据”窗口中所示。 还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内置的泛型接口（如 ODBC 或 REST API）连接到所有其
他类型的数据源，进而进一步增加连接选项。

Power BI Desktop 包括一个不断增长的数据连接器的集合，用于连接到特定数据源。 例如，SharePoint 列表列表数据
连接器在为 SharePoint 列表列表设计的连接顺序期间提供特定字段和支持信息，这与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更多更多 ...”时出现
的窗口中的其他数据源的情况相同（如上一张图片中所示）。

此外，通过 Power BI Desktop，可采用以下任一泛型数据接口 连接到“获取数据”列表中未标识的数据源：

ODBC
OLE DB
OData
REST API
R 脚本脚本

通过提供这些泛型接口所提供的连接窗口中的适当参数，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访问和使用的数据源显著增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using-generic-interfaces.md


数据源可以通过 ODBC 访问

POWER BI DESKTOP 泛型泛型连连接器接器 外部数据源外部数据源 有关有关详细详细信息的信息的链链接接

ODBC Cassandra Cassandra ODBC 驱动程序

ODBC Couchbase DB Couchbase 和 Power BI

ODBC DynamoDB DynamoDB ODBC 驱动程序

ODBC Google BigQuery BigQuery ODBC 驱动程序

ODBC Hbase Hbase ODBC 驱动程序

ODBC Hive Hive ODBC 驱动程序

ODBC IBM Netezza IBM Netezza 信息

ODBC Presto Presto ODBC 驱动程序

ODBC Project Online Project Online 文章

加。

在以下部分中，可以找到通过这些泛型接口进行访问的数据源的列表。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无法找到想要使用的数据源？ 请将你的想法提交到 Power BI 团队的想法和请求列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ODBC 连接器使你仅通过指定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DSN) 或连接字符串即可从任何第三方
ODBC 驱动程序导入数据。 作为一个选项，还可以指定 SQL 语句，以执行 ODBC 驱动程序。

以下列表详细介绍了通过使用泛型 ODBC 接口，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数据源的几个示例。

https://ideas.powerbi.com/
http://www.simba.com/drivers/cassandra-odbc-jdbc/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visualizing-data-from-couchbase-server-v4-using-power-bi/
http://www.simba.com/drivers/dynamodb-odbc-jdbc/
http://www.simba.com/drivers/bigquery-odbc-jdbc/
http://www.simba.com/drivers/hbase-odbc-jdbc/
http://www.simba.com/drivers/hive-odbc-jdbc/
https://www.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ULQD_7.2.1/com.ibm.nz.datacon.doc/c_datacon_plg_overview.html
http://www.simba.com/drivers/presto-odbc-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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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可以通过 OLE DB 访问

POWER BI DESKTOP 泛型泛型连连接器接器 外部数据源外部数据源 有关有关详细详细信息的信息的链链接接

OLE DB SAS OLE DB SAS Provider for OLE DB

OLE DB Sybase OLE DB Sybase Provider for OLE DB

数据源可以通过 OData 访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OLE DB 连接器使你仅通过指定连接字符串即可从任何第三方 OLE DB 驱动程序导入数
据。 作为一个选项，也可以指定 SQL 语句来执行 OLE DB 驱动程序。

以下列表详细介绍了通过使用泛型 OLE DB 接口，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数据源的几个示例。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OData 连接器可使你仅通过键入或粘贴 OData URL 即可从 OData URL 导入数据。 可
以通过键入或粘贴 OData 源源窗口中提供的文本框中的这些链接来添加多个 URL 部分。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rogress.com%2Fblogs%2Fconnect-microsoft-power-bi-to-openedge-via-odbc-driver&data=02%7C01%7CMatt.Masson%40microsoft.com%7C5e63742e6c454308b58a08d4034b5923%7C72f988bf86f141af91ab2d7cd011db47%7C1%7C0%7C636137069555329811&sdata=gSu2Rq3vZ0uBVOgjaXxd8Y3uBf%2B8DidX6PG33jwAduY%3D&reserved=0
https://support.sas.com/downloads/package.htm?pid=648
http://infocenter.sybase.com/help/index.jsp?topic=/com.sybase.infocenter.dc35888.1550/doc/html/jon1256941734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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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ta 即将推出 OData 数据源即将推出

数据源可通过 REST API 访问

POWER BI DESKTOP 泛型泛型连连接器接器 外部数据源外部数据源 有关有关详细详细信息的信息的链链接接

REST API Couchbase DB Couchbase REST API 信息

数据源可以通过 R 脚本访问

以下列表详细介绍了通过使用泛型 OData 接口，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数据源的几个示例。

可使用 REST API 连接到数据源，因此，请使用支持 REST 的所有类型的数据源的数据。

以下列表详细介绍了通过使用泛型 REST API 接口，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数据源的几个示例。

可以使用 R 脚本脚本访问数据源，并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visualizing-data-from-couchbase-server-v4-using-power-bi/


POWER BI DESKTOP 泛型泛型连连接器接器 外部数据源外部数据源 有关有关详细详细信息的信息的链链接接

R 脚本 SAS 文件 CRAN 的 R 脚本指南

R 脚本 SPSS 文件 CRAN 的 R 脚本指南

R 脚本 R 统计文件 CRAN 的 R 脚本指南

后续步骤

以下列表详细介绍了通过使用泛型 R 脚本脚本接口，Power BI Desktop 可以连接到数据源的几个示例。

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https://cran.r-project.org/doc/manuals/R-data.html
https://cran.r-project.org/doc/manuals/R-data.html
https://cran.r-project.org/doc/manuals/R-data.html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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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连接到“Adobe Analytics”并使用基础数据（就像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其他所有数
据源一样）。

若要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数据库，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主页”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 在左侧类别中选
择“联机服务”，此时显示“Adobe Analytics 连接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adobe-analytics.md


在显示的 Adobe Analytics 窗口中，选择“登录”按钮，然后提供登录到 Adobe Analytics 帐户的凭据。 随即显示
Adobe 登录窗口，如下图所示。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建立连接后，可在 Power BI 的“导航器”对话框中预览和选择多个维度和度量
值，以创建单个表格输出。 还可提供所选项所需的任何必要输入参数。

你可以加加载载选定的表，该操作将把整个表格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中，或者你也可以编辑编辑查询，这将打开查询查询
编辑编辑器器，以便筛选和优化要使用的数据集，然后将优化后的数据集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后续步骤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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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安装了哪个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

若要将 Oracle 数据库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运行 Power BI Desktop 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了正确的 Oracle 客
户端软件。 你使用的 Oracle 客户端软件取决于已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 32 位位版本或 64 位位版本。

支持的版本支持的版本：Oracle 9 及更高版本、Oracle 客户端软件 8.1.7 及更高版本。

若要确定所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请依次选择“文件”、“帮助”和“关于”，然后查看“版本:”行。 下图中安装的
是 64 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对于 32 位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请使用以下链接来下载并安装 32 位位  Oracle 客户端：

32 位 Oracle Data Access Components (ODAC) 和 Oracle Develope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12.1.0.2.4)

对于 64 位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请使用以下链接来下载并安装 64 位位  Oracle 客户端：

适用于 Windows x64 的 64 位 ODAC 12c Release 4 (12.1.0.2.4)

一旦安装了匹配的 Oracle 客户端驱动程序后，你就可以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 请执行以下步骤来建立连接：

1. 在“获取数据”窗口中，选择数据数据库库  > Oracle 数据数据库库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oracle-database.md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topics/dotnet/utilsoft-086879.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atabase/windows/downloads/index-090165.html


2. 在出现的 Oracle 数据数据库库对话框中，提供服务器的名称，并选择连连接接。 如果需要 S ID，则可以使用格式
ServerName/SID 进行指定，其中 S ID 是数据库的唯一名称。 如果 ServerName/SID 格式无效，则尝试使用
ServerName/ServiceName，其中 ServiceName 是连接时使用的别名。

3. 如果想要使用本机数据库查询导入数据，可以将你的查询放在 SQL 语语句句框中，通过展开 Oracle 数据数据库库对话
框的高高级选项级选项分区实现。



4. 一旦你的 Oracle 数据库信息输入 Oracle 数据库对话框（包括如 S ID 或本机数据库查询的任何可选信息），请
选择确定确定以连接。

5. 如果 Oracle 数据库需要数据库用户凭据，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这些凭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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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R

运行 R 脚本

准准备备  R  R 脚本脚本

运行运行  R  R 脚本并脚本并导导入数据入数据

可以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并将所得数据集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模型。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R。 可以从很多位置免费下载并安装 R，其中
包括 Revolution Open 下载页，以及 CRAN 存储库。 Power BI Desktop 中当前版本的 R 脚本在安装路径中支持
Unicode 字符以及空格（空字符）。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只需几步即可运行 R 脚本并创建数据模型，从中可创建报表并在 Power BI 服务上共享它
们。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R 脚本现在支持包含小数点 (.) 和逗号 (,) 的数字格式。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请在本地 R 开发环境中创建脚本并确保其已成功运行。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脚本，请确保该脚本可在未修改的新工作区中成功运行。 这意味着必须以显式方
式加载和运行所有包和依赖项。 可以使用 source() 运行依赖脚本。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准备和运行 R 脚本时，会有一些限制：

仅会导入数据帧，因此请确保要导入到 Power BI 的数据都位于数据帧中
不导入类型为“复杂”和“向量”的列，且在创建的表中将其替代为错误值
N/A 值将被转换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NULL 值
任何 R 脚本若运行时间超过 30 分钟就会超时
R 脚本中的交互式调用（例如等待用户输入）会终止脚本运行
在 R 脚本中设置工作目录时，必须定义工作目录的完整路径，而非相对路径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在获获取数据取数据中找到 R 脚本数据连接器。 要运行 R 脚本，请选择“获取数据”>“更
多...”，然后选择“其他”>“R 脚本”，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scripts.md
https://mran.revolutionanalytics.com/download/
https://cran.r-project.org/bin/windows/base/


2. 如果本地计算机上安装了 R，则会选择已安装的最新版本作为 R 引擎。 只需将脚本复制到脚本窗口，然后选
择确定确定。

3. 如果 R 尚未安装、无法识别，或者如果本地计算机上有多个安装，则展开 R 安装安装设设置置以显示安装选项或选
择你想要用于运行 R 脚本的安装。



刷新刷新

后续步骤

如果已安装 R 但无法识别，可在展开“R 安装设置”时提供的文本框中显式提供其位置。 在上图中，已在文本
框中以显式形式输入路径 C:\Program Files\R\R-3.2.0。

R 安装设置集中位于“选项”对话框的 R 脚本部分。 要指定 R 安装设置，请选择“文件”和“选项和设置”，再依
次选择“选项”和“R 脚本”。 如果有多个 R 安装可用，则会显示一个下拉菜单，让你选择要使用的安装。

4. 选择确定确定运行 R 脚本。 脚本成功运行后，即可选择要将其添加到 Power BI 模型的所得数据帧。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刷新 R 脚本。 刷新 R 脚本时，Power BI Desktop 会再次在 Power BI Desktop 环境
中运行 R 脚本。



查看以下更多信息，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R 视觉对象
将外部 R IDE 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



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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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R

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使用 R，R 是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编
程语言。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集成的 R 可使你用 R 来执行数据清理，并在数据集中执行高级数据调整和分析，包括丢失
数据补全、预测和聚类分析，此处仅举几例。 R 是功能强大的语言，可用于在“查询编辑器”中准备你的数据模型并
创建报表。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使用 R，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R。 可以从很多位置免费下载并安装
R，其中包括 Revolution Open download page（Revolution Open 下载页），以及 CRAN 存储库。

若要演示如何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脚本，请以基于 .CSV 文件的股票市场数据集为例（可从此处下载）并按照示例
进行操作。 此示例中的步骤如下所示：

1. 首先，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中。 本例中，请加载 EuStockMarkets_NA.csv 文件，并在 Power BI
Desktop 的“主页”功能区中依次选择“获取数据”和“CSV”。

2. 选择该文件，并选择“打开”，然后该 CSV 将显示在“CSV 文件”对话框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in-query-editor.md
https://mran.revolutionanalytics.com/download/
https://cran.r-project.org/bin/windows/bas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8/A/F8AA9DC9-8545-4AAE-9305-27AD1D01DC03/EuStockMarkets_NA.csv


3. 加载数据后，你会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字段字段” 窗格中看到它。

4. 通过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主页”选项卡中选择“查询编辑器”来打开“查询编辑器”。



library(mice)
tempData <- mice(dataset,m=1,maxit=50,meth='pmm',seed=100)
completedData <- complete(tempData,1)
output <- dataset
output$completedValues <- completedData$"SMI missing values"

NOTENOTE

5. 在“转换”选项卡中，选择“运行 R 脚本”，然后“运行 R 脚本”编辑器随即出现（下一步中所示）。 注意，第 15 和
20 行受数据丢失影响。下图中无法看见的其他行也是如此。 以下步骤演示 R（将）如何为你补全这些行。

6. 此示例中，请输入以下脚本代码：

需要在 R 环境中安装 mice 库才能使之前的脚本代码正常运行。 若要安装 mice，请在 R 安装中运行以下命令：| >
install.packages('mice')

当放入“运行 R 脚本”对话框时，代码如下所示：



7. 选择“确定”后，“查询编辑器”将显示与数据隐私相关的警告。

8. 为使 R 脚本在 Power BI 服务中正常工作，所有的数据源都需要设置为“公用”。 有关隐私设置及其含义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隐私级别。

请注意“字段”窗格中的名为 completedValues 的新列。 注意，有一些行缺少数据元素，如第 15 和 18 行。 下
一节中将介绍 R 如何处理该问题。

只需要五行 R 脚本，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就能用预测模型填写丢失的值。



从 R 脚本数据创建视觉效果

NOTENOTE

限制

现在，可创建视觉对象，以查看 R 脚本代码如何使用 mice 库补全缺少的值，如下图所示：

创建好该视觉对象，以及希望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的任何其他视觉对象之后，可保存 Power BI Desktop 文
件（保存为 .pbix 文件），然后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数据模型（及其内附的 R 脚本）。

想要查看完成了这些步骤的完整 .pbix 文件吗？ 真幸运 - 你可以在此处下载示例中使用的完整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将 .pbix 文件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后，还需要几个步骤来启用数据刷新（在服务中），以及启用服务中待更新的视觉
对象（为了更新视觉对象，数据需要访问 R）。 其它步骤如下所示：

启用数据集的启用数据集的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 若要为包含 R 脚本数据集的工作簿启用计划刷新，请参阅配置计划刷新，其中也包含
有关 个人网关个人网关  的信息。
安装个人网关安装个人网关  - 需要在计算机上与文件和 R 安装位置相同的位置安装个人网关个人网关；Power BI 服务必须访问该工
作簿并重新呈现任何已更新的视觉对象。 你可以获取有关如何安装和配置个人网关的详细信息。

对包括 R 脚本，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创建的查询有一些限制：

所有 R 数据源设置都必须设置为“公用”，并且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创建的查询中的所有其它步骤也必须设为“公
用”。 若要获取数据源设置，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数据源设置”。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8/A/F8AA9DC9-8545-4AAE-9305-27AD1D01DC03/Complete Values with R in PQ.pbix


从“数据源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数据源，然后选择“编辑权限...”并确保“隐私级别”设置为“公用”。

若要启用 R 视觉对象或数据集的计划更新，你需要启用“计划更新”，并且拥有安装在存储工作簿和 R 安装的
计算机上的个人网关个人网关。 有关这两方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中的之前章节，其中提供了链接可了解每个方
面的详细信息。

通过 R 和自定义查询你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因此你可以按照你想要显示的方式来探索和分析你的数据。



将外部 R IDE 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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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外部 R IDE

要求要求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使用外部的 R IDE（集成开发环境）创建并优化 R 脚本，然后将这些脚本用于 Power
BI 中。

在这之前，需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R 脚本编辑器创建并运行 R 脚本。 借助此版本，可以从 Power BI
Desktop 启动外部 R IDE，然后自动导入数据并显示在 R IDE 中。 之后，可以修改此外部 R IDE 中的脚本，然后将
其重新粘贴至 Power BI Desktop 中来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和报表。

从 Power BI Desktop（版本 2.39.4526.362）的 2016 年 9 月发行版开始，你可以指定使用哪个 R IDE，并使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自动启动。

要使用此功能，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R IDE。 Power BI Desktop 不包含 R 引擎，也不部署和安装该引擎，因此
必须在本地计算机上单独安装 R。 通过以下选项，你可以选择使用哪个 R IDE：

你可以安装最喜欢的 R IDE，其中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例如 Revolution Open 下载页面 和 CRAN 存储库。

Power BI Desktop 还支持 R Studio 和具有 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编辑器的 Visual Studio 2015。

此外，还可以安装不同的 R IDE，并通过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使 Power BI Desktop 启动相应 R IDE：

可以将 .R 文件与 Power BI Desktop 要启动的外部 IDE 相关联。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ide.md
https://mran.revolutionanalytics.com/download/
https://cran.r-project.org/bin/windows/base/
https://www.rstudio.com/
https://beta.visualstudio.com/vs/rtvs/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启动 R IDE

通过从“ 选项选项  ”对话框的“ R 脚本脚本选项选项  ”部分中选择“ 其他 ”，你可以指定 Power BI Desktop 应启动
的 .exe。 通过转到 “文件文件”>“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选项选项”，你可以打开“选项选项”对话框。

如果安装了多个 R Ide，则通过在“ 选项选项  ”对话框中“ 检测到的 R Ide ”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就可以指定要启动哪个 R
Ide。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Desktop 将启动 R Studio 作为外部 R IDE（如果它已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如果未安装 R
Studio，而是安装了具有 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的 Visual Studio 2015，则将启动 Visual Studio 2015。 如果
这些 R IDE 均未安装，则将启动与 .R 文件关联的应用程序。

如果 .R 文件不存在任何关联，则可以在“ 选项选项  ”对话框的“ 浏览到你的首选 R IDE ”部分中指定自定义 IDE 的路径。
通过选择 Power BI Desktop 中“启启动动  R IDE”箭头图标旁边的“设设置置”齿轮图标，你还可以启动不同的 R IDE。

要通过 Power BI Desktop 启动 R IDE，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数据加载至 Power BI Desktop。

2. 从“字段字段”窗格选择要使用的字段。 如果尚未启用脚本视觉对象，则会提示你完成此操作。



3. 启用脚本视觉对象后，可以从“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选择 R 视觉对象，此操作将创建空白的 R 视觉对象来显
示脚本结果。 同时也会显示“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窗格。

4. 现在你可以选择要用于 R 脚本的字段。 选择字段后，“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字段会基于所选的字段自动创建脚本
代码。 可在“R 脚本编辑器”窗格中直接创建（或粘贴）R 脚本，也可将其留空。



NOTENOTE

NOTENOTE

R 视觉对象的默认聚合类型是“不汇总”。

5. 现在可以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启动 R IDE。 如下图所示，从“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标题栏的右侧找到并选
中“启启动动  R IDE”按钮。

6. 如下图所示，Power BI Desktop 将启动特定的 R IDE（在该图中，RStudio 是默认 R IDE）。

Power BI Desktop 会添加脚本的前三行，这样一旦运行该脚本，就可以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导入数据。

7. 在 Power BI Desktop 的 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窗格器窗格中创建的任何脚本都会从 R IDE 的第 4 行开始显示。 此时，可
在 R IDE 中自行创建 R 脚本。 在 R IDE 中完成 R 脚本后，必须将其复制并重新粘贴至 Power BI Desktop
的 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  窗格中，注意 不包括 Power BI Desktop 自动生成的前三行脚本。 请勿将脚本的前三行复
制到 Power BI Desktop，这三行仅用于将数据从 Power BI Desktop 导入到 R IDE。



已知限制已知限制

后续步骤

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启动 R IDE 具有部分限制：

不支持自动将脚本从 R IDE 中导出到 Power BI Desktop。
不支持 R 客客户户端端编辑器 (RGui.exe)，因为该编辑器自身不支持打开文件。

查看以下更多信息，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使用 R 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



Power BI 服务中的 R 程序包
2018/8/6 • • Edit Online

请求获取新的 R 程序包的支持

R 程序包要求和限制

在 Power BI 中受支持的 R 程序包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abc 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bc/index.ht
ml|

abc.data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bc.data/inde
x.html|

abind 1.4-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bind/index.h
tml|

abind tensor polyclip (>= 1.5-0)

可以使用功能强大的 R 编程语言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视觉对象。 许多 R 程序包在 Power BI 服务中受到支持
（并且更多包始终受支持），某些包不受支持。

以下各部分提供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表，分别介绍在 Power BI 中受支持和不受支持的 R 程序包。 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 视觉对象一文。

可以在下一节中找到“Power BI 服服务务”支持的 R 程序包，标题为“支持的程序包支持的程序包”。 如果想要请求未在该列表中找到
的 R 程序包的支持，可以将你的请求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ower BI 中的 R 反馈团队。

R 程序包存在大量要求和限制：

Power BI 服务主要支持带有免费和开源软件许可证（例如 GPL-2、GPL-3、MIT+R 等）的 R 程序包.

Power BI 服务支持已在 CRAN 发布的程序包。 此服务不支持专用或自定义 R 程序包。 我们鼓励用户在申
请使用 Power BI 服务中提供的包之前，先在 CRAN 上公布其私有包。

Power BI Desktop 具有两种 R 程序包变体：

对于 R 视觉对象，可以安装任意程序包，包括自定义 R 程序包
对于自定义 R 视觉对象，仅支持公用 CRAN 程序包进行程序包自动安装

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服务不支持通过万维网提供客户端到服务器查询的 R 程序包（例如 RgoogleMaps）。
系统会阻止联网进行此类尝试。 请参阅以下部分，了解受支持和不受支持的 R 程序包列表。

纳入新的 R 程序包的审核流程具有一系列的依赖项；需要在服务中安装的某些依赖项不受支持。

下表显示 Power BI 服务中受支持受支持的程序包。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packages-support.md
https://www.r-project.org/
mailto:rinpbifb@microsoft.com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b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bc.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bind/index.html%7C


acepack 1.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cepack/inde
x.html|

actuar 2.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ctuar/index.
html|

ade4 1.7-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de4/index.h
tml|

AdMit 2.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dMit/index.
html|

AER 1.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ER/index.ht
ml|

alluvial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lluvial/index.
html|

andrews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ndrews/inde
x.html|

aod 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od/index.ht
ml|

apcluster 1.4.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pcluster/ind
ex.html|

ape 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pe/index.ht
ml|

aplpack 1.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plpack/inde
x.html|

approximator 1.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pproximator
/index.html|

arm 1.9-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rm/index.ht
ml|

arules 1.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rule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cepac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ctu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de4/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dM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lluvi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ndrew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o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pclus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p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plpac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pproximat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r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rules/index.html%7C


arulesViz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rulesViz/ind
ex.html|

ash 1.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sh/index.ht
ml|

assertthat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ssertthat/in
dex.html|

AzureML 0.2.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AzureML/ind
ex.html|

BaBooN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BooN/inde
x.html|

BACCO 2.0-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CCO/index
.html|

backports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ckports/in
dex.html|

BaM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M/index.ht
ml|

BAS 1.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S/index.ht
ml|

base 3.4.1 NA

base64 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se64/index
.html|

base64enc miniCRAN uuid

base64enc 0.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se64enc/in
dex.html|

base64enc htmltools htmlwidgets (>= 0.9)

BayesDA 2012.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DA/ind
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rulesViz/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s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ssertth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zureM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Bo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CC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ckpor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se64/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se64en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DA/index.html%7C


BayesFactor 0.9.1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Factor/i
ndex.html|

bayesGARCH 2.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GARCH
/index.html|

bayesm 3.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m/inde
x.html|

bayesmix 0.7-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mix/ind
ex.html|

bayesQR 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QR/ind
ex.html|

bayesSurv 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Surv/in
dex.html|

Bayesthresh 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thresh/i
ndex.html|

BayesTree 0.3-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Tree/in
dex.html|

BayesValidate 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Validat
e/index.html|

BayesX 0.2-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X/index
.html|

BayHaz 0.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ayHaz/index
.html|

bbemkr 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bemkr/inde
x.html|

BCBCSF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CBCSF/inde
x.html|

BCE 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CE/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Fact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GAR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mi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Q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Sur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thres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Tre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Valid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es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ayHaz/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bemk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CBCS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CE/index.html%7C


bclust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clust/index.
html|

bcp 4.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cp/index.ht
ml|

beanplot 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eanplot/ind
ex.html|

beeswarm 0.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eeswarm/in
dex.html|

benford.analysis 0.1.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enford.anal
ysis/index.html|

BenfordTests 1.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enfordTests/
index.html|

bfp 0.0-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fp/index.ht
ml|

BH 1.6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H/index.ht
ml|

bindr 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ndr/index.h
tml|

bindrcpp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ndrcpp/ind
ex.html|

binom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nom/index.
html|

bisoreg 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soreg/index
.html|

bit 1.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t/index.htm
l|

bit64 0.9-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t64/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c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ean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eeswar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enford.analysi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enfordTes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f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nd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ndrcp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no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so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t64/index.html%7C


bitops 1.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itops/index.
html|

blob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lob/index.ht
ml|

BLR 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LR/index.ht
ml|

BMA 3.18.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MA/index.h
tml|

Bmix 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mix/index.ht
ml|

BMS 0.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MS/index.ht
ml|

bnlearn 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nlearn/inde
x.html|

boa 1.1.8-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oa/index.ht
ml|

boot 1.3-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index.ht
ml|

boot 1.3-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index.ht
ml|

bootstrap 201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strap/in
dex.html|

Boruta 5.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oruta/index.
html|

bqtl 1.0-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qtl/index.ht
ml|

BradleyTerry2 1.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radleyTerry
2/i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ito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lo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L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mi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M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nlear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o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ootstr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oru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qt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radleyTerry2/index.html%7C


brew 1.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rew/index.h
tml|

brglm 0.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rglm/index.
html|

broom 0.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room/index.
html|

broom dplyr tidyr (>= 0.6.0)

bspec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spec/index.
html|

bspmma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spmma/ind
ex.html|

bupaR 0.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upaR/index.
html|

BVS 4.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BVS/index.ht
ml|

C50 0.1.0-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50/index.ht
ml|

Cairo 1.5-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iro/index.h
tml|

cairoDevice 2.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iroDevice/i
ndex.html|

cairoDevice NA CRAN

calibrate 1.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librate/inde
x.html|

calibrator 1.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librator/ind
ex.html|

car 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r/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rew/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rgl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roo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spe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spm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up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BV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50/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ir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iroDevi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libr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librat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r/index.html%7C


caret 6.0-7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ret/index.h
tml|

catnet 1.1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tnet/index.
html|

caTools 1.1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aTools/index
.html|

cclust 0.6-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clust/index.h
tml|

cellranger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ellranger/in
dex.html|

checkmate 1.8.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heckmate/in
dex.html|

checkmate htmlwidgets CRAN

checkpoint 0.4.0 346

choroplethrMaps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horoplethr
Maps/index.html|

chron 2.3-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hron/index.
html|

circlize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irclize/index.
html|

Ckmeans.1d.dp 4.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kmeans.1d.
dp/index.html|

类 7.3-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dex.ht
ml|

类 7.3-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dex.ht
ml|

classInt 0.1-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t/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r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t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a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ellrang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heckm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horoplethrMa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hr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ircliz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kmeans.1d.d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assInt/index.html%7C


ClickClust 1.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ickClust/in
dex.html|

clickstream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ickstream/i
ndex.html|

clue 0.3-5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ue/index.ht
ml|

cluster 2.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uster/index.
html|

cluster 2.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uster/index.
html|

cluster CRAN NA

clv 0.3-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lv/index.htm
l|

cmprsk 2.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mprsk/index
.html|

coda 0.19-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da/index.ht
ml|

codetools 0.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detools/in
dex.html|

codetools 0.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detools/in
dex.html|

coefplot 1.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efplot/inde
x.html|

coin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in/index.ht
ml|

colorRamps 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lorRamps/i
ndex.html|

colorspace methods grid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ick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ickstre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u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us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us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l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mprs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d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de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de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ef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i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lorRamps/index.html%7C


colorspace 1.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lorspace/in
dex.html|

colorspace parallel ggplot2 (>= 2.0.0)

combinat 0.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mbinat/ind
ex.html|

compiler 3.4.1 NA

compositions 1.4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mpositions
/index.html|

CORElearn 1.5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RElearn/in
dex.html|

corpcor 1.6.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rpcor/inde
x.html|

corrgram 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rrgram/ind
ex.html|

corrplot 0.7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rrplot/inde
x.html|

covr 3.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vr/index.ht
ml|

cowplot 0.8.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owplot/inde
x.html|

crayon 1.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rayon/index.
html|

crosstalk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rosstalk/ind
ex.html|

cslogistic 0.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slogistic/ind
ex.html|

cts 1.0-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ts/index.htm
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lorspa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mbin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mpositio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RElear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rpc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rrgr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rr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v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ow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ray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rosstal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slogisti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ts/index.html%7C


ctv 0.8-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tv/index.ht
ml|

cubature 1.3-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ubature/ind
ex.html|

curl 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url/index.ht
ml|

curl 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url/index.ht
ml|

cvTools 0.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cvTools/index
.html|

d3heatmap 0.6.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3heatmap/i
ndex.html|

d3Network 0.5.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3Network/i
ndex.html|

data.table plyr Rsolnp

data.table 1.1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ata.table/in
dex.html|

data.table zoo grid

data.tree 0.7.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ata.tree/ind
ex.html|

可视化 3.4.1 NA

日期 1.2-3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ate/index.ht
ml|

DBI 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BI/index.ht
ml|

dbscan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bscan/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t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ubatur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ur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ur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cv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3heatm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3Networ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ata.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ata.tre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B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bscan/index.html%7C


dclone 2.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clone/index.
html|

deal 1.2-3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al/index.ht
ml|

deepnet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epnet/inde
x.html|

deldir 0.1-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ldir/index.h
tml|

dendextend 1.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ndextend/i
ndex.html|

DEoptimR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optimR/in
dex.html|

deployrRserve 9.0.0 209

descr 1.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scr/index.h
tml|

deSolve 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Solve/inde
x.html|

devtools 1.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evtools/ind
ex.html|

DiagrammeR 0.9.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iagrammeR
/index.html|

dichromat 2.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ichromat/in
dex.html|

digest 0.6.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igest/index.
html|

digest NA CRAN

diptest 0.75-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iptest/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clon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ep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ldi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ndexten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optim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sc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Solv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ev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iagramm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ichrom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ig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iptest/index.html%7C


distrom 0.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istrom/inde
x.html|

dlm 1.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lm/index.ht
ml|

DMwR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MwR/index.
html|

doParallel 1.0.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oParallel/ind
ex.html|

doSNOW 1.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oSNOW/ind
ex.html|

dotCall64 0.9-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otCall64/in
dex.html|

downloader 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ownloader/i
ndex.html|

dplyr 0.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plyr/index.h
tml|

DPpackage 1.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Ppackage/i
ndex.html|

dse 2015.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se/index.ht
ml|

DT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T/index.htm
l|

dtw 1.1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tw/index.ht
ml|

dygraphs 1.1.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ygraphs/ind
ex.html|

dynlm 0.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dynlm/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istro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l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Mw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oParalle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oSNOW/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otCall64/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ownload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ply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Ppackag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tw/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ygraph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dynlm/index.html%7C


e1071 1.6-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1071/index.
html|

earth 4.5.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arth/index.h
tml|

EbayesThresh 1.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bayesThres
h/index.html|

ebdbNet 1.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bdbNet/ind
ex.html|

effects 3.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ffects/index.
html|

ellipse 0.3-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llipse/index.
html|

emulator 1.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mulator/ind
ex.html|

energy 1.7-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nergy/index.
html|

ensembleBMA 5.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nsembleBM
A/index.html|

entropy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ntropy/inde
x.html|

estimability 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stimability/i
ndex.html|

eulerr 2.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ulerr/index.
html|

EvalEst 2015.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valEst/index.
html|

EvalEst (>= 2006.1-1) setRNG (>= 2004.4-1) tframe (>= 2011.3-1)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1071/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art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bayesThres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bdb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ffec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llip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mulat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nerg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nsembleB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ntrop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stimabilit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uler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valEst/index.html%7C


evaluate 0.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valuate/inde
x.html|

evd 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vd/index.ht
ml|

evdbayes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vdbayes/ind
ex.html|

exactLoglinTest 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actLoglinTe
st/index.html|

exactRankTests 0.8-2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actRankTes
ts/index.html|

expint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pint/index.
html|

expm 0.999-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pm/index.h
tml|

extraDistr 1.8.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traDistr/in
dex.html|

extremevalues 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extremevalue
s/index.html|

FactoMineR 1.3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actoMineR/i
ndex.html|

factorQR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actorQR/ind
ex.html|

faoutlier 0.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aoutlier/inde
x.html|

fastmatch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astmatch/in
dex.html|

fBasics 3011.8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Basic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valu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v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vdbay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actLoglinT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actRankTes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pin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p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traDis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extremevalu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actoMin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actorQ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aoutli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astmat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Basics/index.html%7C


fdrtool 1.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drtool/index.
html|

fields 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ields/index.h
tml|

filehash 2.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ilehash/inde
x.html|

fitdistrplus 1.0-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itdistrplus/in
dex.html|

flashClust 1.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lashClust/in
dex.html|

flexclust 1.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lexclust/inde
x.html|

flexmix 2.3-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lexmix/index.
html|

FME 1.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ME/index.ht
ml|

fmsb 0.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msb/index.h
tml|

FNN 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NN/index.ht
ml|

fontBitstreamVera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Bitstrea
mVera/index.html|

fontLiberation 0.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Liberatio
n/index.html|

fontquiver 0.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quiver/in
dex.html|

forcats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cat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drtoo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ield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ilehas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itdistrplu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lash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lex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lexmi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ms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N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BitstreamVer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Liberati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ntquiv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cats/index.html%7C


foreach 1.4.4 NA

foreach 1.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ach/index
.html|

foreach (>= 1.4.3) ggplot2 (>= 2.2.0) reshape2 (>= 1.4.2)

forecast 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cast/inde
x.html|

forecastHybrid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castHybri
d/index.html|

foreign 0.8-6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ign/index
.html|

foreign 0.8-6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ign/index
.html|

formatR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atR/inde
x.html|

formattable 0.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attable/i
ndex.html|

公式 1.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ula/inde
x.html|

fpc 2.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pc/index.ht
ml|

fracdiff 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racdiff/index.
html|

fTrading 3010.7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Trading/inde
x.html|

futile.logger 1.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utile.logger/i
ndex.html|

futile.options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futile.options
/i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a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ca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castHybri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ig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eig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a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at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ormul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p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racdif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Tradi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utile.logg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futile.options/index.html%7C


gam 1.14-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am/index.ht
ml|

gamlr 1.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r/index.
html|

gamlss 5.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index.
html|

gamlss.data 5.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data/i
ndex.html|

gamlss.data (>= 5.0-0) gamlss.dist (>= 4.3.1) nlme

gamlss.dist 5.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dist/i
ndex.html|

gbm 2.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bm/index.ht
ml|

gclus 1.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clus/index.h
tml|

gdata 2.18.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data/index.
html|

gdtools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dtools/inde
x.html|

gee 4.13-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e/index.ht
ml|

genalg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nalg/index.
html|

genetics 1.3.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netics/inde
x.html|

geoR 1.7-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oR/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amlss.di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b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clu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d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nal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neti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oR/index.html%7C


geoRglm 0.9-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oRglm/ind
ex.html|

geosphere 1.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eosphere/in
dex.html|

geosphere digest scales

GGally 1.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ally/index.
html|

ggdendro 0.1-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dendro/in
dex.html|

ggeffects (>= 0.2.0) ggplot2 (>= 2.2.1) knitr

ggforce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force/inde
x.html|

ggfortify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fortify/ind
ex.html|

ggjoy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joy/index.h
tml|

ggm 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m/index.ht
ml|

ggmap 2.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map/index
.html|

ggmcmc 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mcmc/ind
ex.html|

ggplot2 CRAN NA

ggplot2 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plot2/inde
x.html|

ggplot2 reshape2 CRAN

ggplot2 glasso huge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oRgl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eospher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all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dendr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for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fortif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jo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m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mcm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plot2/index.html%7C


ggplot2 (>= 2.0.0) CRAN

ggplot2 (>= 2.2.0) XML yaml

ggplot2movies 0.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plot2movi
es/index.html|

ggpmisc 0.2.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pmisc/inde
x.html|

ggpubr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pubr/index
.html|

ggrepel 0.6.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repel/inde
x.html|

ggridges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ridges/ind
ex.html|

ggsci 2.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sci/index.h
tml|

ggsignif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signif/inde
x.html|

ggtern 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tern/index.
html|

ggthemes 3.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gthemes/in
dex.html|

gistr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istr/index.ht
ml|

git2r 0.19.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it2r/index.ht
ml|

glasso 1.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lasso/index.
html|

glmmBUGS 2.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lmmBUGS/i
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plot2movi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pmis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pub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repe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ridg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sc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signi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ter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gthem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is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it2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lass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lmmBUGS/index.html%7C


glmnet 2.0-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lmnet/index
.html|

GlobalOptions 0.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lobalOption
s/index.html|

glue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lue/index.ht
ml|

gmodels 2.16.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models/ind
ex.html|

gmp 0.5-1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mp/index.ht
ml|

gnm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nm/index.ht
ml|

goftest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oftest/index
.html|

googleVis 0.6.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oogleVis/in
dex.html|

GPArotation 2014.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PArotation/
index.html|

gplots 3.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plots/index.
html|

gplots registry methods

图形 3.4.1 NA

图形 grDevices party (>= 1.1-0)

图形 CRAN NA

grDevices 3.4.1 NA

grDevices methods utils

grDevices CRAN NA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lm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lobalOptio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lu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mode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m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n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oft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oogleVi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PArotati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plots/index.html%7C


grDevices htmlwidgets (>= 0.6) purrr (>= 0.2.0)

grDevices stats CRAN

grid 3.4.1 NA

grid lattice ggplot2

gridBase 0.4-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ridBase/ind
ex.html|

gridBase colorspace RColorBrewer

gridExtra 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ridExtra/ind
ex.html|

gridExtra 矩形图 glue

gridExtra (>= 2.0.0) 图形 reshape2

growcurves 0.2.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rowcurves/i
ndex.html|

grpreg 3.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rpreg/index.
html|

gss 2.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ss/index.ht
ml|

gstat 1.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stat/index.h
tml|

gsubfn 0.6-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subfn/index.
html|

gtable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table/index.
html|

gtable grid gridExtra

gtools 3.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tool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ridBa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ridExtr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rowcurv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rp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st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subf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tools/index.html%7C


gWidgets 0.0-5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ind
ex.html|

gWidgetsRGtk2 0.0-8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RGt
k2/index.html|

gWidgetstcltk 0.0-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tclt
k/index.html|

haplo.stats 1.7.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aplo.stats/in
dex.html|

hash 2.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ash/index.ht
ml|

haven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aven/index.
html|

hbsae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bsae/index.
html|

hdrcde 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drcde/index.
html|

heavy 0.3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eavy/index.
html|

hexbin 1.2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exbin/index.
html|

hexbin Rcpp grDevices

hflights 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flights/index
.html|

HH 3.1-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H/index.ht
ml|

HI 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I/index.html
|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RGtk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gWidgetstclt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aplo.sta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as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ave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bsa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drcd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eav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exbi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fligh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I/index.html%7C


highcharter 0.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ighcharter/i
ndex.html|

highr 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ighr/index.h
tml|

HistData 0.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istData/ind
ex.html|

Hmisc 4.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misc/index.
html|

hms 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ms/index.ht
ml|

HSAUR 1.3-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SAUR/index
.html|

htmlTable 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Table/ind
ex.html|

htmltools jsonlite igraph

htmltools base64enc CRAN

htmltools 0.3.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tools/ind
ex.html|

htmlwidgets 0.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widgets/
index.html|

httpuv 1.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ttpuv/index.
html|

httr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ttr/index.ht
ml|

huge 1.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uge/index.h
tml|

hunspell 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hunspell/inde
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ighchar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igh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ist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mis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m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SAU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tmlwidge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ttpu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t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ug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hunspell/index.html%7C


IBrokers 0.9-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Brokers/inde
x.html|

ifultools 2.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fultools/inde
x.html|

igraph 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graph/index.
html|

igraph CRAN NA

igraph jpeg png

igraph methods RColorBrewer

influenceR 0.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nfluenceR/in
dex.html|

influenceR (>= 0.1.0) magrittr (>= 1.5) RColorBrewer (>=

inline 0.3.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nline/index.h
tml|

intervals 0.15.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ntervals/inde
x.html|

ipred 0.9-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pred/index.h
tml|

irlba 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rlba/index.ht
ml|

irr 0.8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rr/index.html
|

iterators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terators/inde
x.html|

iterators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iterators/inde
x.html|

janeaustenr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janeaustenr/i
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Broke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ful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grap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nfluenc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nlin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nterva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pre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rlb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r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terato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iterato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janeaustenr/index.html%7C


janeaustenr purrr (>= 0.1.1) methods

janitor 0.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janitor/index.
html|

jpeg 0.1-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jpeg/index.ht
ml|

jsonlite 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jsonlite/index
.html|

jsonlite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jsonlite/index
.html|

jsonlite CRAN NA

kernlab 0.9-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lab/index
.html|

KernSmooth 2.23-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Smooth/
index.html|

KernSmooth 2.23-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Smooth/
index.html|

KFKSDS 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FKSDS/inde
x.html|

kinship2 1.6.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inship2/inde
x.html|

kknn 1.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knn/index.h
tml|

klaR 0.6-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laR/index.ht
ml|

km.ci 0.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m.ci/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janit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jp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jsonli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jsonli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la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Smoot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ernSmoot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FKSD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inship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kn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l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m.ci/index.html%7C


KMsurv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Msurv/inde
x.html|

knitr rmarkdown dplyr

knitr 1.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knitr/index.ht
ml|

knitr jsonlite (>= 0.9.20) shiny

labeling 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beling/inde
x.html|

laeken 0.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eken/index.
html|

Lahman 5.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hman/inde
x.html|

lambda.r 1.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mbda.r/ind
ex.html|

lars 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rs/index.ht
ml|

latex2exp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tex2exp/ind
ex.html|

lattice 0.20-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index.
html|

lattice 0.20-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index.
html|

latticeExtra 0.6-2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Extra/in
dex.html|

latticeExtra lubridate cluster

lava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va/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Msur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kni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beli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eke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hm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mbd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tex2ex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tticeExtr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va/index.html%7C


lavaan 0.5-23.109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vaan/index.
html|

lazyeval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azyeval/inde
x.html|

lazyeval pryr magrittr

leaflet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index.
html|

leaflet.esri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esri/in
dex.html|

leaflet.extras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extras/
index.html|

leaps 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eaps/index.h
tml|

LearnBayes 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earnBayes/i
ndex.html|

LiblineaR 2.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iblineaR/ind
ex.html|

LICORS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ICORS/inde
x.html|

limSolve 1.5.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imSolve/inde
x.html|

linprog 0.9-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inprog/index
.html|

lme4 1.1-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me4/index.h
tml|

lmm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mm/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va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azyev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esr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eaflet.extra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ea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earnBay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ibline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ICO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imSolv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inpro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me4/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mm/index.html%7C


lmtest 0.9-3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mtest/index.
html|

locfit 1.5-9.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ocfit/index.ht
ml|

locpol 0.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ocpol/index.
html|

LogicReg 1.5.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ogicReg/ind
ex.html|

lpSolve 5.6.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pSolve/index
.html|

lsa 0.7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sa/index.htm
l|

lsmeans 2.26-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smeans/inde
x.html|

lubridate 1.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lubridate/ind
ex.html|

lubridate magrittr modelr

magic 1.5-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gic/index.
html|

magick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gick/index
.html|

magrittr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grittr/inde
x.html|

magrittr psych purrr

magrittr methods rmarkdown

MAPA 2.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A/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mt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ocf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ocpo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ogic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pSolv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s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smea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lubrid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gi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gic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grit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A/index.html%7C


mapdata 2.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data/ind
ex.html|

mapproj 1.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proj/inde
x.html|

maps 3.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s/index.h
tml|

maptools 0.9-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tools/ind
ex.html|

maptools httr uuid

maptree 1.4-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ptree/inde
x.html|

marima 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rima/inde
x.html|

markdown methods png

markdown 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rkdown/in
dex.html|

MASS 7.3-4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SS/index.
html|

MASS 7.3-4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SS/index.
html|

MASS stats gmodels

MasterBayes 2.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sterBayes
/index.html|

矩形图 1.2-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index.
html|

矩形图 1.2-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index.
html|

matrixcalc coda NA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proj/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ptre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ri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rkdow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sterBay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index.html%7C


matrixcalc 1.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calc/in
dex.html|

MatrixModels Rcpp (>= 0.11.2) methods

MatrixModels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Model
s/index.html|

maxent 1.3.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xent/index
.html|

maxent glmnet tau

maxLik 1.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xLik/index.
html|

maxstat 0.7-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axstat/inde
x.html|

mboost 2.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boost/inde
x.html|

mclust 5.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clust/index.
html|

mclust Rcpp sROC

mcmc 0.9-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cmc/index.
html|

MCMCglmm 2.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CMCglmm
/index.html|

mda 0.4-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da/index.ht
ml|

memoise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emoise/ind
ex.html|

methods 3.4.1 NA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cal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trixMode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xen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xLi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axst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boo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cm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CMCglm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d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emoise/index.html%7C


methods utils grDevices

methods pkgconfig rlang (>= 0.1)

methods stats utils

methods scales CRAN

methods Rcpp CRAN

methods CRAN NA

metricsgraphics 0.9.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etricsgraph
ics/index.html|

mgcv 1.8-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gcv/index.h
tml|

mgcv 1.8-1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gcv/index.h
tml|

mi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index.htm
l|

mice 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ce/index.ht
ml|

microbenchmark 1.4-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crobench
mark/index.html|

MicrosoftR 3.4.1.0081 NA

mime 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me/index.h
tml|

miniCRAN 0.2.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niCRAN/in
dex.html|

miniUI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niUI/index.
html|

minpack.lm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npack.lm/i
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etricsgraphi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gc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gc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crobenchmar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niCR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niU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npack.lm/index.html%7C


minqa 1.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nqa/index.
html|

mirt 1.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rt/index.ht
ml|

misc3d 0.8-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sc3d/index
.html|

miscTools 0.6-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scTools/ind
ex.html|

mitools 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tools/index
.html|

mixtools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ixtools/inde
x.html|

mlbench 2.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lbench/ind
ex.html|

mlogitBMA 0.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logitBMA/i
ndex.html|

mnormt 1.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normt/inde
x.html|

MNP 3.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NP/index.h
tml|

ModelMetrics 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Metric
s/index.html|

modelr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r/index
.html|

modeltools 0.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tools/i
ndex.html|

modeltools (>= 0.2-21) strucchange survival (>= 2.37-7)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nq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r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sc3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sc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ix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lben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logitB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norm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N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Metri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deltools/index.html%7C


mombf 1.9.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mbf/index
.html|

monomvn 1.9-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nomvn/in
dex.html|

monreg 0.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nreg/inde
x.html|

mosaic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saic/index.
html|

mosaicData mosaicCore ggplot2

mosaicData 0.1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osaicData/i
ndex.html|

MSBVAR 0.9-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SBVAR/ind
ex.html|

msm 1.6.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sm/index.h
tml|

multcomp 1.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ultcomp/in
dex.html|

multcomp htmlTable htmltools

multicool 0.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ulticool/ind
ex.html|

munsell 0.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unsell/inde
x.html|

mvoutlier 2.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voutlier/ind
ex.html|

mvtnorm robustbase kernlab

mvtnorm xtable (>= 1.8-2) CRAN

mvtnorm 1.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mvtnorm/ind
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mb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nomv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n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sai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osaic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SBVA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s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ultcom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ulticoo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unsel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voutli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mvtnorm/index.html%7C


NbClust 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bClust/inde
x.html|

ncvreg 3.9-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cvreg/index.
html|

network 1.1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etwork/inde
x.html|

networkD3 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etworkD3/i
ndex.html|

neuralnet 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euralnet/ind
ex.html|

nlme 3.1-1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lme/index.h
tml|

nlme 3.1-1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lme/index.h
tml|

nlme rpart spatstat.utils (>= 1.6-0)

nloptr 1.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loptr/index.
html|

NLP 0.1-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LP/index.ht
ml|

NMF 0.2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MF/index.h
tml|

nnet 7.3-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net/index.ht
ml|

nnet stats stats4

nnet 7.3-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net/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bClu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cv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etwor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etworkD3/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eural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l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l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lop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L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M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n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net/index.html%7C


nnls 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nls/index.ht
ml|

nortest 1.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ortest/index
.html|

nortest e1071 scales

numbers 0.6-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umbers/ind
ex.html|

numDeriv 2016.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numDeriv/in
dex.html|

openair 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openair/inde
x.html|

openssl 0.9.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openssl/inde
x.html|

OutlierDC 0.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DC/in
dex.html|

OutlierDM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DM/in
dex.html|

outliers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s/index
.html|

pacbpred 0.9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acbpred/ind
ex.html|

parallel utils NA

parallel 3.4.1 NA

parallel CRAN NA

partitions 1.9-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itions/ind
ex.html|

party 1.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y/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n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ort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umbe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numDeri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openai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openss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D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D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outlie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acbpre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itio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y/index.html%7C


partykit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ykit/inde
x.html|

PAWL 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AWL/index.
html|

pbapply 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bapply/inde
x.html|

pbivnorm quadprog numDeriv

pbivnorm 0.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bivnorm/in
dex.html|

pbkrtest 0.4-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bkrtest/inde
x.html|

PCAmixdata 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CAmixdata/i
ndex.html|

pcaPP 1.9-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caPP/index.
html|

pdc 1.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dc/index.ht
ml|

PerformanceAnalytics 1.4.35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erformance
Analytics/index.html|

permute 0.9-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ermute/ind
ex.html|

pheatmap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heatmap/in
dex.html|

pixmap 0.4-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ixmap/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artyk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AW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bappl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bivnor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bkrt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CAmix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caP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d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erformanceAnalyti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ermu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heatm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ixmap/index.html%7C


pkgconfig 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kgconfig/in
dex.html|

pkgconfig Rcpp (>= 0.12.7) CRAN

pkgmaker 0.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kgmaker/in
dex.html|

platetools 0.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atetools/in
dex.html|

plot3D 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3D/index.
html|

plotly 4.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ly/index.h
tml|

plotmo 3.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mo/index
.html|

plotrix 3.6-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rix/index.
html|

pls 2.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s/index.htm
l|

plyr 1.8.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lyr/index.ht
ml|

png 0.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ng/index.ht
ml|

png 0.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ng/index.ht
ml|

polspline 1.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olspline/ind
ex.html|

polyclip 1.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olyclip/inde
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kgconfi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kgmak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ate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3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l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m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otri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ly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olsplin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olyclip/index.html%7C


polynom 1.3-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olynom/ind
ex.html|

ppcor 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pcor/index.
html|

prabclus 2.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abclus/inde
x.html|

pracma 2.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acma/index
.html|

praise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aise/index.
html|

predmixcor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edmixcor/i
ndex.html|

PresenceAbsence 1.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esenceAbs
ence/index.html|

pROC 1.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C/index.
html|

prodlim 1.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dlim/inde
x.html|

profdpm 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fdpm/ind
ex.html|

profileModel 0.5-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fileModel/
index.html|

prophet 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phet/inde
x.html|

proto utils lattice

proto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to/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olyno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pc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abclu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ac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ai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edmixc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esenceAbsenc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dli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fdp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fileMode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phe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to/index.html%7C


proxy 0.4-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oxy/index.h
tml|

pryr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ryr/index.ht
ml|

pscl 1.4.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scl/index.ht
ml|

psych 1.7.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sych/index.
html|

purrr data.table CRAN

purrr 0.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purrr/index.h
tml|

pwr rlang sandwich (>= 2.3-4)

qap 0.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ap/index.ht
ml|

qcc 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cc/index.ht
ml|

qdapDictionaries 1.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Dictiona
ries/index.html|

qdapRegex 0.7.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Regex/in
dex.html|

qdapTools 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Tools/in
dex.html|

qgraph 1.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graph/index
.html|

qicharts 0.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icharts/inde
x.html|

quadprog 1.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uadprog/in
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ox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ry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sc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sy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urr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c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Dictionari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Rege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dap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grap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ichar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uadprog/index.html%7C


qualityTools 1.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ualityTools/i
ndex.html|

quanteda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eda/ind
ex.html|

quantmod 0.4-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mod/in
dex.html|

quantreg 5.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reg/ind
ex.html|

qvcalc 0.9-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qvcalc/index.
html|

R(>= 3.0.0)

R.matlab 3.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atlab/ind
ex.html|

R.methodsS3 1.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ethodsS3
/index.html|

R.oo 1.2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o/index.ht
ml|

R.utils 2.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utils/index.
html|

R.utils (>= 2.3.0) CRAN NA

R2HTML 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2HTML/ind
ex.html|

R2jags 0.5-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2jags/index.
html|

R2OpenBUGS 3.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2OpenBUG
S/index.html|

R2WinBUGS parallel stats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uality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ed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mo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uantre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vcal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atla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ethodsS3/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uti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2HTM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2ja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2OpenBUGS/index.html%7C


R2WinBUGS 2.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2WinBUGS/
index.html|

R6 2.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6/index.htm
l|

R6 2.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6/index.htm
l|

ramps 0.6-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mps/index.
html|

RandomFields 3.1.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ield
s/index.html|

RandomFieldsUtils 0.3.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ield
sUtils/index.html|

randomForest 4.6-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ores
t/index.html|

ranger 0.8.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nger/index.
html|

rappdirs 0.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ppdirs/inde
x.html|

RArcInfo 0.4-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rcInfo/ind
ex.html|

raster 2.5-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ster/index.
html|

rattle 4.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attle/index.h
tml|

rbenchmark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benchmark/i
ndex.html|

Rblpapi 0.3.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blpapi/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2WinBU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6/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6/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m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ield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ieldsUti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ndomFor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ng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ppdi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rcInf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s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att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benchmar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blpapi/index.html%7C


rbokeh 0.5.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bokeh/index
.html|

rbugs 0.5-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bugs/index.
html|

RColorBrewer dplyr tibble

RColorBrewer 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olorBrewe
r/index.html|

Rcpp CRAN NA

Rcpp 0.12.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index.h
tml|

Rcpp shiny svglite (>= 1.2.0)

RcppArmadillo 0.7.90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Armadill
o/index.html|

rcppbugs 0.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bugs/ind
ex.html|

RcppEigen 0.3.3.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Eigen/in
dex.html|

RcppExamples 0.1.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Example
s/index.html|

RcppParallel 4.3.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Parallel/i
ndex.html|

RCurl 1.95-4.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Curl/index.h
tml|

readr methods utils

readr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adr/index.h
tml|

readxl 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adxl/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boke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bu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olorBrew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Armadill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bu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Eige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Exampl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ppParalle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Cur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ad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adxl/index.html%7C


Redmonder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dmonder/i
ndex.html|

registry 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gistry/inde
x.html|

relaimpo 2.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laimpo/ind
ex.html|

relimp 1.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limp/index.
html|

rematch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match/inde
x.html|

Renext 3.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next/index.
html|

可视化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ports/index
.html|

reshape 0.8.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shape/inde
x.html|

reshape2 stats stats4

reshape2 scales (>= 0.4.1) stats

reshape2 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shape2/ind
ex.html|

RevoIOQ 8.0.8 NA

RevoMods 11.0.0 NA

RevoUtils 10.0.6 NA

RevoUtilsMath 10.0.1 NA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dmond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gistr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laimpo/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lim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mat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nex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por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shap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shape2/index.html%7C


rex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ex/index.ht
ml|

rFerns 2.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Ferns/index.
html|

rgdal 1.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dal/index.h
tml|

rgeos 0.3-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eos/index.h
tml|

rgexf 0.15.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exf/index.h
tml|

rgl 0.98.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l/index.htm
l|

RgoogleMaps 1.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oogleMap
s/index.html|

RGraphics 2.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raphics/in
dex.html|

RGtk2 2.20.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Gtk2/index.
html|

RInside 0.2.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Inside/index
.html|

RJaCGH 2.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JaCGH/inde
x.html|

rjags 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jags/index.ht
ml|

rjson 0.2.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json/index.h
tml|

RJSONIO 1.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JSONIO/ind
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e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Fer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d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eo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ex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oogleMap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raphi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Gtk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Insid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JaCG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ja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js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JSONIO/index.html%7C


rlang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lang/index.h
tml|

rlang scales sjlabelled (>= 1.0.1)

rlecuyer 0.3-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lecuyer/inde
x.html|

rlist 0.4.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list/index.ht
ml|

rmarkdown 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arkdown/i
ndex.html|

Rmpfr 0.6-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pfr/index.
html|

rms 5.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s/index.ht
ml|

RMySQL 0.1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MySQL/ind
ex.html|

rngtools 1.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ngtools/inde
x.html|

rngtools (>= 1.2.3) cluster 图形

robCompositions 2.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bComposit
ions/index.html|

robustbase 0.9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bustbase/i
ndex.html|

ROCR 1.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CR/index.
html|

RODBC 1.3-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DBC/inde
x.html|

RODBC 1.3-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DBC/inde
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la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lecuy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li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arkdow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pf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MySQ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ng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bCompositio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bustba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C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DB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DBC/index.html%7C


Rook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ok/index.h
tml|

rootSolve 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otSolve/ind
ex.html|

roxygen2 6.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oxygen2/ind
ex.html|

rpart 4.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part/index.h
tml|

rpart.plot 2.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part.plot/ind
ex.html|

rpivotTable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pivotTable/in
dex.html|

rprojroot methods stringr (>= 1.2.0)

rprojroot 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projroot/ind
ex.html|

rrcov 1.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rcov/index.h
tml|

rscproxy 2.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cproxy/inde
x.html|

rsdmx 0.5-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dmx/index.
html|

RSGHB 1.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GHB/index
.html|

RSiteCatalyst 1.4.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iteCatalyst
/index.html|

RSNNS 0.4-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NN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o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otSolv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oxygen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par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part.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pivot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projro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rco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cprox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dmx/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GH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iteCataly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NNS/index.html%7C


Rsolnp 1.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olnp/index.
html|

RSQLite 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QLite/inde
x.html|

rstan 2.16.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tan/index.h
tml|

rstudioapi 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studioapi/in
dex.html|

RTextTools 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TextTools/in
dex.html|

RUnit 0.4.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Unit/index.h
tml|

RUnit 0.4.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Unit/index.h
tml|

runjags 2.0.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unjags/index
.html|

Runuran 0.2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unuran/ind
ex.html|

rvest 0.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vest/index.h
tml|

rworldmap 1.3-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worldmap/in
dex.html|

rworldxtra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rworldxtra/in
dex.html|

SampleSizeMeans 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ampleSizeM
eans/index.html|

SampleSizeProportions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ampleSizePr
oportions/i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oln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QLi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t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tudioap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TextToo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Un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Un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unjag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unur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ve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worldm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worldxtr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ampleSizeMean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ampleSizeProportions/index.html%7C


sandwich 2.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andwich/ind
ex.html|

sas7bdat 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as7bdat/ind
ex.html|

sbgcop 0.97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bgcop/index
.html|

scales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cales/index.
html|

scales CRAN NA

scales utils 矩形图

scatterplot3d 0.3-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catterplot3d
/index.html|

sciplot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ciplot/index.
html|

segmented 0.5-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egmented/i
ndex.html|

selectr 0.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electr/index.
html|

sem 3.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em/index.ht
ml|

seriation 1.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eriation/ind
ex.html|

setRNG 2013.9-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etRNG/inde
x.html|

setRNG (>= 2004.4-1) CRAN NA

sf 0.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f/ind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andwic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as7bd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bgco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cal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catterplot3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ci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egmente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elec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e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eriati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etRNG/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f/index.html%7C


sfsmisc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fsmisc/index
.html|

sgeostat 1.0-2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geostat/ind
ex.html|

shape 1.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hape/index.
html|

shapefiles 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hapefiles/in
dex.html|

shiny 1.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hiny/index.h
tml|

showtext 0.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howtext/ind
ex.html|

showtextdb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howtextdb/i
ndex.html|

SIS 0.8-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IS/index.ht
ml|

SixSigma 0.9-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ixSigma/ind
ex.html|

sjmisc 2.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jmisc/index.
html|

sjPlot 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jPlot/index.h
tml|

sjstats 0.10.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jstats/index.
html|

sjstats (>= 0.10.3) tibble (>= 1.3.3) tidyr (>= 0.6.1)

skmeans 0.2-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kmeans/ind
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fsmis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geost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hap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hapefil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hin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howtex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howtextd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I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ixSigm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jmis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j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jsta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kmeans/index.html%7C


slam 0.1-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lam/index.ht
ml|

sm 2.2-5.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m/index.ht
ml|

smoothSurv 1.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moothSurv/i
ndex.html|

sna 2.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na/index.ht
ml|

snow 0.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index.h
tml|

SnowballC 0.5.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ballC/in
dex.html|

snowFT 1.6-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FT/inde
x.html|

sp 1.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index.html
|

spacetime 1.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cetime/in
dex.html|

spacetime (>= 1.0-0) FNN CRAN

spacyr 0.9.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cyr/index.
html|

spam 2.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m/index.h
tml|

SparseM 1.7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rseM/ind
ex.html|

spatial 7.3-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ial/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l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moothSurv/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n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ball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nowF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ceti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cy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rse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ial/index.html%7C


spatial 7.3-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ial/index.
html|

spatstat 1.51-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stat/inde
x.html|

spBayes 0.4-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Bayes/inde
x.html|

spdep 0.6-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dep/index.
html|

spikeslab 1.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ikeslab/ind
ex.html|

splancs 2.01-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lancs/index
.html|

splines 3.4.1 NA

spls 2.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ls/index.ht
ml|

splus2R 1.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lus2R/inde
x.html|

spTimer 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pTimer/inde
x.html|

sqldf 0.4-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qldf/index.ht
ml|

sROC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ROC/index.h
tml|

stabledist 0.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abledist/ind
ex.html|

stabs 0.6-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abs/index.h
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i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atst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Bay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de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ikeslab/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lanc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lus2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pTim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qld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RO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abledi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abs/index.html%7C


StanHeaders 2.16.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anHeaders/
index.html|

statmod 1.4.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atmod/inde
x.html|

statnet.common 4.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atnet.com
mon/index.html|

stats 3.4.1 NA

stats utils CRAN

stats survival utils

stats4 3.4.1 NA

stepPlr 0.9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epPlr/index.
html|

stochvol 1.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ochvol/inde
x.html|

stopwords CRAN NA

stopwords 0.9.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opwords/in
dex.html|

stringdist 0.9.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dist/ind
ex.html|

stringdist (>= 0.9.4) stringr (>= 1.2.0) tibble (>= 1.3.3)

stringi CRAN NA

stringi 1.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i/index.
html|

stringr CRAN NA

stringr 1.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r/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anHeade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atmo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atnet.commo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epPl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ochvo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opword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di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i/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ringr/index.html%7C


strucchange 1.5-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rucchange/i
ndex.html|

stsm 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sm/index.ht
ml|

stsm.class 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tsm.class/in
dex.html|

SuppDists 1.1-9.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ppDists/in
dex.html|

survey 3.3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ey/index.
html|

survival 2.4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ival/inde
x.html|

survival 2.4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ival/inde
x.html|

survival stats broom

survminer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miner/in
dex.html|

survMisc 0.5.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Misc/ind
ex.html|

svglite 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vglite/index.
html|

svmpath 0.95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vmpath/ind
ex.html|

svUnit 0.7-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vUnit/index.
html|

sysfonts 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sysfonts/inde
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rucchang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s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tsm.clas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ppDis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ey/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iv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iva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min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Mis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vgli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vmpath/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vUni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ysfonts/index.html%7C


tau 0.0-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au/index.ht
ml|

tcltk 3.4.1 NA

tcltk2 1.2-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cltk2/index.h
tml|

TeachingDemos 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achingDem
os/index.html|

tensor 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nsor/index.
html|

tensorA 0.3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nsorA/inde
x.html|

testthat 1.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stthat/inde
x.html|

textcat 1.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xtcat/index.
html|

textir 2.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extir/index.h
tml|

tfplot 2015.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fplot/index.h
tml|

tframe 2015.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frame/index.
html|

tgp 2.4-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gp/index.ht
ml|

TH.data 1.0-8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H.data/inde
x.html|

TH.data (>= 1.0-2) sandwich (>= 2.3-0) codetools

threejs 0.2.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hreej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au/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cltk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achingDemo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nso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nsor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stth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xtca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exti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fplo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fram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g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H.dat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hreejs/index.html%7C


tibble CRAN NA

tibble 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bble/index.h
tml|

tibble rvest tidyr

tibble (>= 1.1) stringr broom

tibble (>= 1.3.1) utils CRAN

tidycensus 0.3.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census/in
dex.html|

tidyr rappdirs readr

tidyr 0.6.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r/index.ht
ml|

tidyr (>= 0.6.2) CRAN NA

tidytext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text/inde
x.html|

tidyverse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verse/ind
ex.html|

tiff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ff/index.htm
l|

tigris 0.5.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gris/index.h
tml|

timeDate 301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Date/ind
ex.html|

timeDate (>= 2150.95) NA CRAN

timeSeries 3022.1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Series/in
dex.html|

timevis 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vis/index
.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b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censu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tex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dyvers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f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gri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Da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Seri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imevis/index.html%7C


tm 0.7-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m/index.htm
l|

tokenizers 0.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okenizers/in
dex.html|

tools 3.4.1 NA

topicmodels 0.2-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opicmodels/i
ndex.html|

TraMineR 2.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raMineR/ind
ex.html|

translations 3.4.1 NA

tree 1.0-3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ree/index.ht
ml|

树状图 2.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reemap/inde
x.html|

trimcluster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rimcluster/in
dex.html|

truncnorm 1.0-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runcnorm/in
dex.html|

TSA 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A/index.ht
ml|

tseries 0.10-4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eries/index.
html|

tsfa 2014.1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fa/index.ht
ml|

tsintermittent 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intermitten
t/index.html|

tsoutliers 0.6-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outliers/ind
ex.ht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okenizer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opicmode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raMin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re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reema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rimclus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runcnor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erie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f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intermitten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outliers/index.html%7C


TSP 1.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SP/index.ht
ml|

TTR 0.2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TR/index.ht
ml|

tweenr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weenr/index.
html|

twitteR 1.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twitteR/index
.html|

udunits2 0.1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dunits2/ind
ex.html|

units 0.4-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nits/index.h
tml|

UpSetR 1.3.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pSetR/index
.html|

urca 1.3-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rca/index.ht
ml|

useful 1.2.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seful/index.
html|

UsingR 2.0-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singR/index
.html|

utils NA NA

utils 3.4.1 NA

utils stats 图形

uuid 0.1-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uuid/index.ht
ml|

vars 1.5-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ars/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SP/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ween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twitt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dunits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ni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pSet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rc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sefu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sing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uui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ars/index.html%7C


vcd 1.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cd/index.ht
ml|

vcd MASS nnet

vdiffr 0.2.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diffr/index.h
tml|

vegan 2.4-3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egan/index.
html|

VennDiagram 1.6.17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ennDiagra
m/index.html|

VGAM 1.0-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GAM/index.
html|

VIF 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IF/index.ht
ml|

VIM 4.7.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IM/index.ht
ml|

vioplot 0.2 153

viridis 0.4.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iridis/index.
html|

viridisLite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iridisLite/ind
ex.html|

visNetwork 2.0.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visNetwork/i
ndex.html|

webutils 0.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ebutils/inde
x.html|

weights 0.8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eights/inde
x.html|

whisker viridis CRAN

whisker digest rstudioapi (>= 0.2.0)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c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diff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egan/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ennDiagr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GA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IF/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IM/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iridi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iridisLit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visNetwork/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ebutil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eights/index.html%7C


whisker 0.3-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hisker/inde
x.html|

withr 2.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ithr/index.h
tml|

wmtsa 2.0-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mtsa/index.
html|

wordcloud 2.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ordcloud/in
dex.html|

wordcloud2 0.2.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wordcloud2/i
ndex.html|

xgboost 0.6-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xgboost/inde
x.html|

XML 3.98-1.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XML/index.ht
ml|

xml2 1.1.1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xml2/index.ht
ml|

xtable digest htmltools (>= 0.3.5)

xtable 1.8-2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xtable/index.
html|

xts 0.10-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xts/index.htm
l|

xts (>= 0.10-0) zoo (>= 1.8-0) broom (>= 0.4.2)

yaml methods tools

yaml 2.1.14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yaml/index.ht
ml|

yarrr 0.1.5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yarrr/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hiske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ith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mtsa/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ordcloud/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wordcloud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xgboost/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XM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xml2/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xtable/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xts/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yaml/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yarrr/index.html%7C


zic 0.9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zic/index.htm
l|

zipfR 0.6-6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zipfR/index.ht
ml|

zoo timeDate CRAN

zoo 1.8-0 https://cran.r-
project.org/web/packages/zoo/index.ht
ml|

程序包程序包 版本版本 链链接接

在 Power BI 中不受支持的 R 脚本

程序包程序包 请请求日期求日期 原因原因

RgoogleMaps 2016/10/05 阻止联网

mailR 10/03/2016 阻止联网

RevoScaleR 2016/8/30 仅随 Microsoft R Server 发布

后续步骤

下表显示 Power BI 服务中不受支持不受支持的程序包。

查看以下文章，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的详细信息：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 R 视觉对象
使用 R 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zic/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zipfR/index.html%7C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zoo/index.html%7C


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输入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直接输入数据并在报表和可视化效果中使用该数据。 例如，可以复制部分工作簿
或网页，然后将其粘贴到 Power BI Desktop。

若要直接输入数据，请从“开始”功能区选择“输入数据”。

如果适当，Power BI Desktop 可能会尝试对数据进行次要转换，如同当你从任何源加载数据时一样。 例如，在以
下情况下它会将数据的第一行提升至标头。

如果想要调整你输入（或粘贴）的数据，可以选择“编辑”按钮以打开“查询编辑器”，在其中你可以在将数据引入
Power BI Desktop 前调整和转换数据。 也可以选择“加载”按钮导入数据，如图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enter-data-directly-into-desktop.md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当你选择“加载”时，Power BI Desktop 将根据你的数据创建新表，并使其在“字段”窗格可用。 下图中，Power BI
Desktop 显示了我的新表，默认名称为 Table1，以及在该表中创建的两个字段。

就是这么简单 – 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就是这么简单。

你现在已准备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数据来创建视觉对象、报表或与你可能想要连接和导入的其他数据
（如 Excel 工作簿、数据库或任何其他数据源）进行交互。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Excel
2018/7/31 • • Edit Online

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很简单，本文将指导你完成所有步骤。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在“主页”功能区中选择“获取数据”>“Excel”。

在出现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你的工作簿。 

Power BI Desktop 会从“导航器”窗口的工作簿中展示其他数据元素表。 在左窗格中选中一个表时，右窗格中会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excel.md


现数据预览。

可以选择“加载”按钮以导入数据，或者，在将数据引入 Power BI Desktop 之前如果想要通过“查询编辑器”编辑数
据，请选择“编辑”按钮。

加载数据时，Power BI Desktop 会显示“加载”窗口并显示与加载数据相关联的活动。

完成时，Power BI Desktop 会在 Desktop 右侧显示表格以及从“字段”窗格中的 Excel 工作簿导入的字段。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你现在已准备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从 Excel 工作簿导入的数据来创建视觉对象、报表或与你可能想要连
接和导入的其他数据（如 Excel 工作簿、数据库或任何其他数据源）进行交互。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SSAS 多维模型
2018/6/28 • • Edit Online

SSAS MD 的功能和特性

多多维维模型的表格元数据模型的表格元数据

BISM 多多维对维对象象 表格元数据表格元数据

多维数据集 模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访问 SSAS 多多维维模型模型，通常称为 SSAS MD。

要连接到 SSAS MD 数据库，请选择“获取数据”>“数据库”>“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实时连接模式下的 SSAS 多多维维模型模型在 Power BI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均受支持。 你可以将实时模式下使
用SSAS 多多维维模型模型的报表发布和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

下面的部分将介绍 Power BI 和 SSAS MD 连接的功能和特性。

下表显示多维对象与返回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表格元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Power BI 查询表格元数据的模
式，并在你创建可视化对象（如表、矩阵、图表或切片器）时，基于返回的元数据对 Analysis Services 运行适当的
DAX 查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sas-multidimensional.md


多维数据集维度 表格

维度属性（密钥）、名称 列

度量值组 表

度量值 度量值

没有关联度量值组的度量值 名为 度量值 的表内

度量值组 -> 多维数据集维度关系 关系

透视 透视

KPI KPI

用户/父子层次结构 层次结构

BISM 多多维对维对象象 表格元数据表格元数据

度量度量值值、度量、度量值组值组和和  KPI KPI

维维度属性度属性类类型型

父子父子层层次次结结构构

维维度度计计算成算成员员

多维数据集中的度量值组在 Power BI 中公开为表，其在字段字段窗格中旁边带有 ∑ 符号。 没有关联度量值组的计算度
量值已归入到表格元数据中名为 度量值 的特殊表中。

在多维模型中，你可以在多维数据集中定义一组度量值或 KPI，使其位于 显示文件夹 内，这有助于简化复杂的模
型。 Power BI 将识别表格元数据中的显示文件夹，并在显示文件夹内显示度量值和 KPI。 多维数据库中的 KPI 支
持“值”、“目标”、“状态图形”和“趋势图形”。

多维模型还支持具有特定维度属性类型的关联维度属性。 例如，“地理位置”维度中的“城市”、“州-省”、“国家/地
区”和“邮政编码”维度属性，都有与之相关联的适当地理位置类型，会在表格元数据中公开。 Power BI 识别元数据，
可使你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 通过 Power BI 中与 字段字段  窗格中的元素相邻的 地图 图标，你可以识别这些关联。

当你提供包含图像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的字段时，Power BI 还可以呈现图像。 在 SQL Server Data Tools 中（或
随后在 Power BI 中），你可以将这些字段指定为 ImageURL 类型，其类型信息将在表格元数据中提供给 Power BI。
然后，Power BI 可从 URL 检索这些图像，并将其显示在视觉对象中。

多维模型支持父子层次结构，在表格元数据中以 层次结构 展示。 父子层次结构的每一级别都将公开为表格元数据
中的隐藏列。 父子维度的关键属性不会在表格元数据中公开。

多维模型支持创建各种类型的 计算成员 。 两种最常见的计算成员类型如下所示：

计算成员位于属性层次结构上，而且与 所有 不同级
用户层次结构上的计算成员

多维模型公开“属性层次结构上的计算成员”作为列的值。 在公开此类型的计算成员时，有以下几个其他选项和约
束：

维度属性可能有一个可选的 UnknownMember

包含计算成员的属性不能成为该维度的关键属性，除非它是该维度的唯一属性

包含计算成员的属性不能成为父子属性

用户层次结构的计算成员不在 Power BI 中公开。 相反，你将能够连接到用户层次结构上包含计算成员的多维数据



安全性安全性

注意事项和限制

Power BI Desktop 中支持的 SSAS MD 功能

故障排除

集，但是，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上文中项目符号列表中所述的约束，你将无法查看计算成员。

通过 角色 方法，多维模型支持维度和单元格级别的安全性。 当使用 Power BI 链接到多维数据集时，将对你进行适
当权限的身份验证和评估。 当用户应用了 维度安全性 时，Power BI 中的用户将无法看到相应的维度成员。 但是，
当用户定义了 单元格安全性 权限时，某些单元格将受到限制，并且该用户无法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多维数据集。

使用 SSAS MD 具有某些特定限制：

服务器必须运行 SQL Server 2012 SP1 CU4 或更高版本的 Analysis Services，才能使 Power BI Desktop SSAS
MD 连接器正常工作
操作 和 命名集 不会公开到 Power BI，但你仍然可以连接到包含 操作 或 命名集 的多维数据集，并创建视觉对象
和报表。

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Power BI 显示 SSAS 模型元数据，但无法从模型检索数据。 如果系统上安装的 MSOL AP
提供程序是 32 位版本，而不是 64 位版本，则会出现此问题。 安装 64 位版本可以解决此问题。

Power BI Desktop 中支持以下 SSAS MD 功能：

在此版本的 SSAS MD 支持以下元素消耗（你可以获取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
显示文件夹

KPI 趋势
默认成员

维度属性

维度计算成员（维度具有多个属性时，必须是单个的真实成员。它不能是维度的关键属性，除非它是唯一

的属性，并且它不能是父子属性）

维度属性类型

层次结构

度量值（有或没有度量值组）

度量值作为变量

KPI
ImageUrls
维度安全性

以下列表介绍了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时出现的所有已知问题。

错误错误：无法加：无法加载载模型架构模型架构  - 当用户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而无法访问数据库/多维数据集时，通常会出现此错
误。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jj969574.aspx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2018/7/31 • • Edit Online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以逗号分隔的值 (CSV) 文件同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非常相似。 两者都很简单，这篇
文章将对怎样连接到你有权访问的 CSV 文件进行指导。

首先，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从“开始”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CSV”。

从出现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 CSV 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csv.md


当你选择“打开”时，Power BI Desktop 将访问该文件，并确定某些文件属性（如文件来源、分隔符类型和用于检测文
件数据类型的应有行数）。

这些文件属性和选项将显示在“CSV 导入”对话框窗口顶部的下拉选择列表中，如下所示。 你可以通过从下拉选择
器中选择其他选项对所有检测到的设置进行手动更改。

选择所需选项后，你可以选择“加载”将文件导入 Power BI Desktop，或者你可以选择“编辑”以打开“查询编辑器”，在
导入前对数据进行进一步调整和转换。

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后，你将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视图右侧的“字段”窗格中看到该表及其
列（显示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字段）。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以上就是你需要操作的全部步骤 – 现在，CSV 文件中的数据全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了。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该数据来创建视觉对象、报表或与你可能想要连接和导入的其他数据（如 Excel
工作簿、数据库或任何其他数据源）进行交互。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Impala 数据库
2018/7/31 • • Edit Online

连接到 Impala 数据库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连接到 Impala 数据库，并以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其他所有数据源相同的方
式使用基础数据。

若要连接到 Impala 数据库，请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主页”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 在左侧的类别中选择“数据
库”，然后将看到 Impala。

在出现的 Impala 窗口中，将你的 Impala 服务器名称键入或粘贴到框中，然后选择“确定”。 请注意，可以选择将数
据直接导导入入到 Power BI 中，或使用 DirectQuery。 可以了解有关使用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impala.md


NOTENOTE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凭据，或匿名连接。 Impala 连接器支持匿名、基本（用户名 + 密码）和 Windows 身份验证。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连接特定 Impala 服务器后，Power BI Desktop 在后续连接尝试中会使用这些相同的凭据。 可以通过“文
件”>“选项和设置”>“数据源设置”来修改这些凭据。

连接成功后，将会出现“导航器”窗口，并显示服务器上可用的数据。你可以从这些数据中选择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导入和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元素。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对于 Impala 连接器，需要牢记以下限制和注意事项：

支持在本地数据网关上使用 Impala 连接器（使用三种支持的身份验证机制的任一一种）。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OData 数据源
2018/7/31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连接到“OData 数据源”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同使用其他所有数据源一样使用
基础数据。

若要连接到 OData 数据源，请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开始”功能区中，选择“获取数据”>“OData 数据源”。

在出现的“OData 数据源”窗口中，将你的 OData 数据源 URL 键入或粘贴到框中，然后选择“确定”。

Power BI Desktop 将连接到 OData 数据源，并显示可用的表和“导航器”窗口中的其他数据元素。 选择一个元素
后，“导航器”窗口的右窗格中将显示该数据的预览。 你可以选择导入任意数量的表。 “导航器”窗口将显示当前所选
表的预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odata.md


你可以选择“编辑”按钮，启动“编辑查询器”，在其中你可以在将 OData 数据源中的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前调
整和转换该数据。 或者也可以选择“加载”按钮，然后导入左窗格中所有选定的数据元素。

当我们选择“加载”时，Power BI Desktop 将导入所选项目，并显示导入进度的“加载”窗口。

完成操作后，Power BI Desktop 会使所选表和其他数据元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视图右侧的“字段”窗格中
可用。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你现在已准备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从 OData 数据源导入的数据来创建视觉对象、报表或与你可能想要连
接和导入的其他数据（如 Excel 工作簿、数据库或任何其他数据源）进行交互。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2018/7/11 • • Edit Online

连接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并以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其他所有数据
源相同的方式使用基础数据。

要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请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主页”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 在左侧的类别中选
择“数据库”，然后将看到 Amazon Redshift。

在出现的 Amazon Redshift 窗口中，将你的 Amazon Redshift 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键入或粘贴到框中。 “服务
器”字段中的用户可用以下格式指定端口：ServerURL:Por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redshift.md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应使用与 SSL 证书精确匹配的服务器名称，以避免错误。

连接成功后，将会出现“导航器”窗口，并显示服务器上可用的数据。你可以从这些数据中选择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导入和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元素。

在“导航器”窗口中选择后，就可以“加载”或“编辑”数据。

如果选择“加载”数据，系统将提示你使用“导入”或“DirectQuery”模式来加载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后续步骤

DirectQuery 说明文章。
如果选择“编辑”数据，“查询编辑器”将出现在可对数据应用各种转换和筛选器的位置，其中很多应用于基础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本身（如果支持）。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网页
2018/6/27 • • Edit Online

用户可以连接到网页，然后将其数据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并在视觉对象和数据模型中使用该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从“开始”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Web”。

此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要求提供想要从中导入数据的网页的 URL。

键入（或粘贴）该 URL 后，请选择“确定”。 Power BI Desktop 将连接到该页面，然后在“导航器”窗口显示页面的可用
数据。 当你选择了其中一个可用的数据元素（如整页的表）后，“导航器”窗口将在右侧显示该数据的预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to-web.md


你可以选择“编辑”按钮，启动“编辑查询器”，在其中你可以在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前在网页上调整和转换
该数据。 或者也可以选择“加载”按钮，然后导入左窗格中所有选定的数据元素。

当我们选择“加载”时，Power BI Desktop 将导入所选项目，并使其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视图右侧的“字
段”窗格中可用。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连接到网页并将其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的步骤就是这些。

接下来，你可以将这些字段拖到报表画布并创建所有想要的可视化效果。 你还可以同使用其他所有数据一样使用来
自该网页的数据，例如调整该数据、在它与模型中其他数据源之间创建关系以及进行一切所需操作来创建你想要的

Power BI 报表。

若要更深入地了解连接到网页，请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入门指南。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Snowflake
2018/7/1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连接到 Snowflake 计算仓库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连接到 Snowflake 计算仓库，并可如同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任何其他数据源
一样使用基础数据。

此外，在使用 Snowflake 连接器的计算机上，你必须使用匹配 Power BI Desktop 32 位或 64 位安装的体系结构安装
Snowflake ODBC 驱动驱动程序程序。 只需按照以下链接操作，并下载合适的 Snowflake ODBC 驱动程序。

要连接到 Snowflake 计算仓库，请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开始”功能区选择“获取数据”。 选择左侧类别中的“数
据库”，然后便会看到“Snowflake”。

在出现的 Snowflake 窗口中，将你的 Snowflake 计算仓库名称键入或粘贴到框中，然后选择“确定确定”。 请注意，可以
选择将数据直接导导入入到 Power BI 中，或使用 DirectQuery。 可以了解有关使用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snowflake.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3762


NOTENOTE

出现提示时，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一旦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连接特定 Snowflake 服务器，Power BI Desktop 在后续连接尝试中就会使用这些凭据。 可以通过“文
件”>“选项和设置”>“数据源设置”来修改这些凭据。

连接成功后，将会出现“导航器”窗口，并显示服务器上可用的数据。你可以从这些数据中选择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导入和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元素。



后续步骤

你可以加加载载选定的表，该操作将把整个表格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中，或者你也可以编辑编辑查询，这将打开查询查询
编辑编辑器器，以便筛选和优化要使用的数据集，然后将优化后的数据集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Beta) 中连接到 Azure 使用情
况见解
2018/7/31 • • Edit Online

连接到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

借助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Azure，并获取有关组织 Azure 服务使用情况
更详细的数据和信息。 还可以创建度量值、自定义列和视觉对象来报告和共享组织的 Azure 使用情况。 此版本的
Azure 使用情况和见解连接器处于测试阶段，随时可能更改。

在本文中，你将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进行连接并获取所需的数据和如何使用 Azure 企业连接
器进行迁移，此外还会找到 ACI（Azure 使用情况见解）API 中提供的“使用情况详细信息列”的映射。

要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成功连接，需要能够访问 Azure 门户中的“企业”功能。

要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进行连接，请从“Power BI Desktop”的“主页”功能区中选择“获取数据”。 从左侧类
别中选择“联机服务”，会看到“Microsoft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 (Beta)”。 选择“连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azure-consumption-insights.md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提供你的“合约编号”。

可以从 Azure Enterprise Portal 获取合约编号，获取位置如下图所示：

https://ea.azure.com


此版本的连接器仅支持来自 https://ea.azure.com 的企业合约。 目前尚不支持中国合约。

接下来，提供“访问密钥”进行连接。

合约的访问密钥可在 Azure Enterprise Portal 上找到。

提供访问密钥并选择“连接”后，“导航器”窗口将显示四个可用的表，分别为：“摘要”、“使用情况”、“价目表”和“市场”。
可以选中任意表旁边的复选框来查看预览。 可以通过勾选表名称旁边的框来选择一个或多个表，然后选择“加载”。

https://ea.azure.com
https://ea.azure.com


NOTENOTE
“摘要”和“价目表”这两个表仅适用于注册级 API 密钥。 此外，这些表中的数据默认包含“使用情况”和“价目表”的当前月份数据。
未将“摘要”和“市场”这两个表限制到当前月份。

选择“加载”时，数据将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加载所选数据后，可以在“字段”窗格中看到选择的表和字段。



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

= MicrosoftAzureConsumptionInsights.Contents

要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需要能够访问 Azure 门户中的“企业”功能。

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成功加载数据后，可以使用“查询编辑器”创建自己的自定义度量值和列，并且可以
创建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共享的视觉对象、报表和仪表板。

Azure 还包括一些可以使用空查询检索的示例自定义查询的集合。 为此，在 Power BI Desktop 的“主页”功能区中，
选择“获取数据”中的下拉箭头，然后选择“空查询”。 此外，还可以在“查询编辑器”中执行此操作，方法是右键单击左
侧的“查询”窗格，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新建查询”>”空查询”。

在“编辑栏”中，键入以下内容：

随即出现示例集合，如下图所示：



从 Azure 企业连接器迁移

步步骤骤11：使用新的：使用新的连连接器接器连连接到接到  Azure Azure

步步骤骤  2 2：使用高：使用高级编辑级编辑器器创创建建查询查询

let    
    enrollmentNumber = "100",
    optionalParameters = [ numberOfMonth = 6, dataType="DetailCharges" ],
    data = MicrosoftAzureConsumptionInsights.Contents(enrollmentNumber, optionalParameters)   
in     
    data

处理报表和创建查询时，请使用以下命令：

要定义从当前日期开始的月数，请使用 numberOfMonth

要在历史时间窗口中定义一段时间内的月份，请使用 startBillingDataWindow 和 endBillingDataWindow
请勿将 numberOfMonth 与 startBillingDataWindow 或 endBillingDataWindow 一起使用

使用介于 1 到 36 之间的值表示自当前日期开始要导入的月数。 建议获取的数据不要超过 12 个月，以避
免超过导入限制和 Power BI 中查询允许数据量限制。

一些客户使用 Azure 企业连接器 (Beta)创建视觉对象，这些对象最终将被停用，并被替换为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
接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具有以下功能和增强功能：

“余额汇总”和“市场购买”可用的其他数据来源
新增参数和高级参数，如 startBillingDataWindow 和 endBillingDataWindow
更好的性能和响应能力

为了帮助客户过渡到较新的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并保留他们在创建自定义仪表板或报表方面所做的工作，
以下步骤显示如何移至新的连接器。

第一步是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见解连接器进行连接，这在本文前面的部分中进行了详细介绍。 在此步骤中，在
Power BI Desktop 的“主页”功能区中选择“获取数据”>“空查询”。

在“查询编辑器”中，从“主页”功能区的“查询”部分选择“高级编辑器”。 在出现的“高级编辑器”窗口中，输入以下查询：



步步骤骤  3 3：将度量：将度量值值和自定和自定义义列移列移动动到新到新报报表表

步步骤骤  4 4：重新关：重新关联联具有关系的表具有关系的表

当然，需要将 enrollmentNumber 的值替换为你自己的合约编号，该编号可从 Azure Enterprise Portal 获取。
numberOfMonth 参数表示要从当前数据中返回几个月的数据。 当前月份用零 (0) 表示。

在“高级编辑器”窗口中选择“完成”后，预览将会刷新，你将看到表中指定月份范围的数据。 选择“关闭并应用”，然后
返回。

接下来，需要将创建的全部自定义列或度量值移动到新的详细信息表中。 步骤如下。

1. 打开记事本（或其他文本编辑器）。

2. 选择要移动的度量值，从“公式”字段中复制文本并粘贴到记事本中。

3. 将 Query1 重命名为原始详细信息表名称。

4. 右键单击表格并选择“新建度量值”，然后剪切并粘贴已存储的度量值和列，完成在表中创建新的度量值和自
定义列操作。

许多仪表板包含用于查找或筛选的其他表，例如日期表或用于自定义项目的表。 重新建立这些关系可解决大部分遗
留问题。 下面介绍如何执行该操作。

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建模”选项卡中，选择“管理关系”会弹出允许你管理模型中关系的窗口。 根据需要重
新关联表。

https://ea.azure.com


步步骤骤  5 5：：验证视觉对验证视觉对象，并根据需要象，并根据需要调调整字段格式整字段格式

使用 Azure 使用情况和见解 (ACI) API 获取使用情况数据

映射映射门户门户、、连连接器和接器和  API  API 之之间间的名称和使用情况的名称和使用情况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ACI 连连接器接器 /CONTENTPACK
COLUMNNAME ACI API 列名称列名称 EA 列名称列名称 已已过时过时 /用于向后兼容用于向后兼容

AccountName accountName Account Name 否

AccountId accountId 是

AcccountOwnerId accountOwnerEmail AccountOwnerId 否

AdditionalInfo additionalInfo AdditionalInfo 否

AdditionalInfold 是

执行这一步时，大部分原始视觉对象、表和向下钻取应该按预期方式工作。 但是，格式设置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微小
调整，使内容按预期显示。 花点时间查看每个仪表板和视觉对象，确保它们按预期显示。

Azure 还提供了 Azure 使用情况和见解 (ACI) API。 用户可以使用 ACI API 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解决方案来收集、报
告和直观显示 Azure 使用情况信息。

Azure 门户中的列和名称详细信息与 API 和连接器中的相关信息类似，但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为清晰起见，下表提
供了可在 Azure 门户中看到的 API、连接器、和列之间的映射。 还指示了列是否已过时。 有关这些术语的详细信息
和定义，请查看 Azure 帐单数据字典。

https://azure.microsoft.com/blog/announcing-general-availability-of-consumption-and-charge-apis-for-enterprise-azure-custom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billing/billing-enterprise-api-usage-detail


Consumed Quantity consumedQuantity Consumed Quantity 否

Consumed Service consumedService Consumed Service 否

ConsumedServiceId consumedServiceId 是

Cost cost ExtendedCost 否

Cost Center costCenter Cost Center 否

日期 日期 日期 否

日 日 否

DepartmentName departmentName Department Name 否

DepartmentID departmentId 是

Instance ID 是

InstanceId instanceId Instance ID 否

位置 是

Meter Category meterCategory Meter Category 否

Meter ID 是

Meter Name meterName Meter Name 否

Meter Region meterRegion Meter Region 否

Meter Sub-Category meterSubCategory Meter Sub-Category 否

MeterId meterId Meter ID 否

月份 月份 否

产品 产品 产品 否

ProductId productId 是

Resource Group resourceGroup Resource Group 否

Resource Location resourceLocation Resource Location 否

ResourceGroupId 是

ResourceLocationId resourceLocationId 是

ACI 连连接器接器 /CONTENTPACK
COLUMNNAME ACI API 列名称列名称 EA 列名称列名称 已已过时过时 /用于向后兼容用于向后兼容



ResourceRate resourceRate ResourceRate 否

ServiceAdministratorId serviceAdministratorId ServiceAdministratorId 否

ServiceInfo1 serviceInfo1 ServiceInfo1 否

ServiceInfo1Id 是

ServiceInfo2 serviceInfo2 ServiceInfo2 否

ServiceInfo2Id 是

Store Service Identifier storeServiceIdentifier Store Service Identifier 否

StoreServiceIdentifierId 是

订阅名称 subscriptionName 订阅名称 否

标记 tags 标记 否

TagsId 是

Unit Of Measure unitOfMeasure Unit Of Measure 否

年份 年份 否

SubscriptionId subscriptionId SubscriptionId 是

SubscriptionGuid subscriptionGuid SubscriptionGuid 否

ACI 连连接器接器 /CONTENTPACK
COLUMNNAME ACI API 列名称列名称 EA 列名称列名称 已已过时过时 /用于向后兼容用于向后兼容

后续步骤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Excel 工作簿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SAP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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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ower BI Desktop，你现在可以访问 SAP HANA 数据库。 若要使用 SAP HANA，必须在本地客户端计算机
上按顺序安装 SAP HANA ODBC 驱动程序，以使 Power BI Desktop SAP HANA 数据连接能够正常运行。 可以从
SAP 软件下载中心下载 SAP HANA ODBC 驱动程序。 在这里，搜索 Windows 计算机的 SAP HANA 客户端。 由
于 SAP 软软件下件下载载中心中心的结构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没有有关站点导航的更多具体指导。

要连接 SAP HANA 数据库，请依次选择“获取数据”>“数据库”>“SAP HANA 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连接到 SAP HANA 数据库时，指定服务器名称和端口，格式为服务器:端口 - 下图显示名称为 ServerXYZ 的服务器
和端口 30015 的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ap-hana.md
https://support.sap.com/swdc


SAP HANA SAP HANA 支持的功能支持的功能

安装安装  SAP HANA ODBC  SAP HANA ODBC 驱动驱动程序程序

SAP HANA SAP HANA 的限制的限制

后续步骤

在此版本中，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支持 DirectQuery 模式中的 SAP HANA，而且对于使用
DirectQuery 模式中的 SAP HANA 的报表，用户可将其发布和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 在 DirectQuery 模式中不使
用 SAP HANA 时你也可以向 Power BI Service 发布和上传报表。

此版本有很多适用于 SAP HANA 的功能，如以下列表所示：

适用于 SAP HANA 的 Power BI 连接器使用 SAP ODBC 驱动程序，以提供最佳使用体验
SAP HANA 支持 DirectQuery 和导入选项
Power BI 支持 HANA 信息模型（如 Analytic 和 Calc 视图），并具有经过优化的导航
通过 SAP HANA，还可以使用直接 SQL 功能连接到单行表和列表
包括对 HANA 模型的优化导航
Power BI 支持 SAP HANA 变量和输入参数

SAP HANA 的使用也具有一些限制，如下所示：

NVARCHAR 字符串截断的最大长度为 4000 个 Unicode 字符
不支持 SMALLDECIMAL
不支持 VARBINARY
有效日期在 1899/12/30 和 9999/12/31 之间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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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表格模型

借助 Power BI Desktop，你有两种方法可以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并从中获取数据：通过使
用实时连接浏览或选择项目并将其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让我们仔细了解下。

通通过过使用使用实时连实时连接接浏览浏览  – 使用实时连接时，表格模型或透视中的项目（如表格、列和度量值）会显示在 Power BI
Desktop 字段列表中。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高级可视化效果和报表工具以全新且高度交互的方式浏览
你的表格模型。

在进行实时连接时，表格模型中的数据不会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每次与可视化效果进行交互时，Power BI
Desktop 都将查询表格模型，并计算你所看到的结果。 你看到的始终是最新的数据。 请记住，表格模型是高度安全
的。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显示的项目取决于你对连接到的表格模型所具有的权限。

当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了动态报表后，可以将它们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进行共享。 当使用与表格模型的
实时连接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时，管理员必须安装并配置本地数据网关。 若要了解详细
信息，请参阅本地数据网关。

选择项选择项目并目并导导入到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中  – 使用此选项进行连接时，你可以在表格模型或透视中选择项目（如表、
列和度量值），并将其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模型中。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高级查询编辑器进一步调
整你所需查询的内容。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建模功能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建模。 Power BI Desktop 和表
格模型之间不会保持实时连接。 接着，你可以脱机浏览你的 Power BI Desktop 模型或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在开始开始选项卡上，单击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单击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数据库库，然后单击连连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nalysis-services-tabular-data.md


3. 输入服务器名称并选择连接模式。

4. 此步骤取决于你所选的连接模式：

如果你正在进行实时连接中，请在导航器中选择“表格”模型或透视。



常见问题

如果你选择了选择项目并获取数据，请在导航器中选择“表格”模型或透视。 你可以进一步仅选择特定的表或
列进行加载。 若要在加载前对数据进行调整，请单击“编辑”以打开查询编辑器。 准备就绪时，单击“加载”将数
据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问问：：  我是否需要一个本地数据网关？

答：答：  这个需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你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实时连接到表格模型，但不打算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
则不需要网关。 另一方面，如果你确实想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则数据网关是必需的，以确保 Power BI 服务
与你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安全。 请务必在安装数据网关之前与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管
理员联系。

如果你选择了选择项目并获取数据，则你会将表格模型数据直接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因此不需要网
关。

问问：：  从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到表格模型与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实时连接到表格模型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答：  当从 Power BI 服务中的站点将表格模型实时连接到组织中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时，需要本地数据
网关来确保它们之间的通信安全。 当从 Power BI Desktop 实时连接到表格模型时，因为 Power BI Desktop 和要连
接到的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都是在组织中本地运行的，因此不需要网关。 但是，如果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发布到 Power BI 站点，则需要网关。

问问：：  如果我创建了实时连接，我能否连接到同一个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其他数据源？

答：答：  不能。 你不能在同一文件中浏览实时数据并连接到其他类型的数据源。 如果你已导入数据或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另一个数据源，你则需要新建一个文件来实时浏览。



初始连接后更改服务器名称

故障排除

问问：：  如果我创建了实时连接，我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编辑模型或进行查询吗？

答：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级别度量值，但当浏览实时数据时会禁用所有其他查询和建模功能。

问问：：  如果我创建了实时连接，它是安全的吗？

答：答：  是的。 你当前的 Windows 凭据用于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在实时浏览时，你不能在 Power BI 服务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基本或存储的凭据。

问问：：  在导航器中，我看到模型和透视。 有什么区别？

答：答：  透视是表格模型的特定视图。 它可能仅包含特定的表、列或度量值，具体取决于独特的数据分析需求。 表格模
型始终包含至少一个透视，其中能包含模型中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不确定应选择哪个，请与你的管理员联系。

使用实时浏览连接创建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后，可能会出现你想要将连接切换到其他服务器的情况。 例如，如果
当你在连接到开发服务器时创建了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前，你想要将连接切换至生产
服务器。

1. 从功能区中选择编辑查询编辑查询。

2. 输入新的服务器名称。

以下列表介绍了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或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时出现的所有已知问题。

错误错误：无法加：无法加载载模型架构模型架构  - 当用户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而无法访问数据库/模型时，通常会出现此错误。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Direc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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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数据源

如何使用 DirectQuery 建立连接

通过使用 DirectQuery 带来的好处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时，若已连接数据源，始终可以将数据副本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对于某些数据
源，还可使用另一种方法︰使用 DirectQuery 直接连接到数据源。

有关支持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当使用获获取数据取数据连接到受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时，连接窗口将让你选择连接方式。

导导入入选项和 DirectQuery 选项之间的差异如下︰

导导入入  - 将选定的表和列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你创建可视化效果或与之进行交互时，Power BI
Desktop 需要使用导入的数据。 你必须刷新数据（这将导入完整的数据集）才能查看自初始导入或最近一次刷新
以来基础数据所发生的任何更改。

DirectQuery - 不会将任何数据导入或复制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对于关系源，选定的表和列显示在“字
段”列表中。 对于 SAP Business Warehouse 等多维源，所选多维数据集的维度和度量值会显示在“字段”列中。 在
你创建可视化效果或与之进行交互时，Power BI Desktop 会查询基础数据源。也就是说，你查看的始终都是最
新数据。

在使用 DirectQuery 时许多数据建模和数据转换功能可用，但存在一些限制。 当创建可视化效果或与其互动
时，必须查询基础数据源。刷新可视化效果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基础数据源的性能。 当最近已请求为处理请求而必
需的数据时，Power BI Desktop 将使用最近数据来减少显示可视化效果时所需的时间。 通过从主主页页功能区中选
择刷新刷新，将确保使用当前数据刷新所有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和 DirectQuery 一文详细介绍了 DirectQuery。 另请参阅以下各节，详细了解使用 DirectQuery 的好
处、限制条件和重要注意事项。

使用 DirectQuery 带来的几个好处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use-directquery.md


DirectQuery 的限制

使用 DirectQuery 的重要注意事项

DirectQuery 可使你在超大型数据集上生成可视化效果，除此之外将无法使用预聚合首先导入所有数据
对基础数据的更改可能需要刷新数据。对于某些报表，需显示当前数据，而这可能需要传输大量数据，使得重

新导入的数据的操作变得不可行。 与此相反，DirectQuery 报表始终会使用当前数据
1 GB 的数据集限制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目前，在使用 DirectQuery 时存在一些限制：

所有表都必须来自单个数据库

如果“查询编辑器”查询过于复杂，将会出错。 要更正错误，必须在“查询编辑器”中删除有问题的步骤，或者导
入数据，而不是使用 DirectQuery。 对于 SAP Business Warehouse 等多维度源而言，没有查询编辑器
关系筛选操作仅限于在单方向上执行，而不能在两个方向上执行（尽管可能要在 DirectQuery 的两个方向上启
用作为预览功能的交叉筛选）。 对于 SAP Business Warehouse 等多维源而言，模型中未定义任何关系
DirectQuery 不提供时间智能功能。 例如，DirectQuery 模式不支持日期列（年、季度、月、日等）的特殊处理
方式。

默认情况下，会限制允许在度量值中使用的 DAX 表达式；请参阅下一段落（在此项目符号列表后）了解详细信
息

使用 DirectQuery 时，返回数据有 100 万行的限制。 这不影响用于创建使用 DirectQuery 返回的数据集的
聚合或计算，仅影响返回的行。 例如，你可以使用在数据源上运行的查询聚合 1000 万行，并且只要返回到
Power BI 的数据不超过 100 万行，即可使用 DirectQuery 将该聚合的结果准确地返回到 Power BI。 如果从
DirectQuery 返回的结果超过 100 万行，则 Power BI 返回错误。

为了确保发送到基础数据源的查询具有可接受的性能，默认情况下对度量值进行了限制。 高级用户可以选择绕
过此限制，方法是依次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DirectQuery”，然后选择选项“允许 DirectQuery 模式
下的度量值不受限制”。 选中该选项后，即可使用对度量值有效的任何 DAX 表达式。 但是，用户必须知道，可在
导入数据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的某些表达式，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则可能会导致针对后端数据源的查询速度缓
慢。

使用 DirectQuery 时，应考虑以下三点：

The resultset of a query to external data source has exceeded
the maximum allowed size of '1000000' rows.

性能和性能和负载负载  - 所有 DirectQuery 请求都会发送到源数据库，因此刷新视觉对象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后端源
响应查询结果所需的时间。 使用 DirectQuery 的视觉对象的建议响应时间（包括返回请求数据）应为 5 秒
或更短，建议的最长结果响应时间为 30 秒。 超过此时间会使报表的用户体验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差。 此
外，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超过几分钟时间的任何查询将会超时，且用户将收到错误。

还应当根据使用发布报表的 Power BI 用户数量，考虑源数据库的负载。 使用行级安全性 (RLS) 也可能会
产生显著的影响；多个用户共享的非 RLS 仪表板磁贴将导致对数据库的单个查询，但是，在仪表板磁贴上
使用 RLS 意味着刷新一个磁贴需要每个用户一个查询，因而将显著增加源数据库负载，并可能会影响性
能。

Power BI 将创建尽可能高效的查询。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生成的查询可能不能高效到避免失败的刷新。
其中一个示例是生成的查询将从后端数据源检索大量行（超过 100 万），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以下错误：

生成包含非常高的基数列的简单图表，聚合选项设置为不汇总。 视觉对象应只具有基数低于 100 万的列，
或必须应用适当的筛选器。

安全安全  -使用发布报表的所有用户都使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输入的凭据连接到后端数据源。 这与导入
数据的情况相同：所有用户会看到相同的数据，而不考虑后端源中定义的任何安全规则。 希望通过



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DirectQuery 源实现每用户安全性的客户应使用 RLS。 详细了解 RLS。

支持的功能支持的功能  - DirectQuery 模式不支持 Power BI Desktop 的所有功能，或对某些功能有限制。 此
外，Power BI 服务中的某些功能（如快速见解）对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集不可用。 因此，决定是否使
用 DirectQuery 时，应当考虑使用 DirectQuery 时这些功能的限制。

通过DirectQuery 创建的报表可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如果使用的数据源不需要本地数据网关（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SQL 数据仓库或 Redshift）则必须提供凭据，
然后所发布的报表才能在 Power BI 服务中显示。

可以通过在 Power BI 中选择设设置置齿轮状图标然后选择设设置置来提供凭据。

Power BI 将显示设设置置窗口。 在此窗口中，选择数据集数据集选项卡，选择将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集，然后选择编编
辑辑凭据凭据。



后续步骤

在提供凭据之前，如果打开已发布的报表或浏览通过与此类数据源的 DirectQuery 连接创建的数据集，会导致出
错。

对于除 Azure SQL 数据库、Azure SQL 数据仓库和 Redshift 外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必须安装本地数据
网关，并且必须注册数据源才能建立数据连接。 可了解有关本地数据网关的详细信息。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DirectQuery 和 SAP BW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本地数据网关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7094


Oracle 和 Teradata 数据库的 DirectQuery
2018/7/31 • • Edit Online

有关数据源和 DirectQuery 的信息，请参阅 DirectQuery 数据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irectquery-for-oracle-teradata.md


DirectQuery 和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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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其他建模限制

其他可视化效果限制

可以使用 DirectQuery 直接连接到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数据源。 鉴于 SAP BW 的 OL AP/多维特
性，SAP BW 的 DirectQuery 与 SQL Server 等关系源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区别。 这些区别总结如下：

在关系源的 DirectQuery 中，有一组查询（在“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对话框中定义）从逻辑上定义字段列表
中的可用数据。 连接到 OL AP 源（如 SAP BW）时不是这样的情况。 当使用“获取数据”连接到 SAP 服务器时，
只选择 Infocube 或 BEx 查询。 所选 Infocube/BEx 查询的所有键数字和维度都将在字段列表中可用。
同样，当连接到 SAP BW 时，没有“查询编辑器”。 可通过选择“编辑查询>数据源设置”更改数据源设置（例如，
服务器名称）。 可通过选择“编辑查询”>“管理参数”更改任何参数的设置。
鉴于 OL AP 源的唯一特性，除为 DirectQuery 规定的正常限制以外，还应用其他限制（用于建模和可视化）。
本文后面部分将介绍这些限制。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了解 SAP BW 的许多功能在 Power BI 中不受支持，并且由于 SAP BW 的公共接口的性
质，在某些重要情况下，通过 Power BI 看到的结果与使用 SAP 工具看到的结果不匹配。 本文后面部分将介绍这
些限制。 应仔细查看这些限制和行为差异，确保正确解释通过 Power BI 看到的结果（由 SAP 公共接口返回）。

自 Power BI Desktop 2018 年 3 月更新之后，才能使用 DirectQuery over SAP BW 预览版功能。 预览版期间，反馈和建议的
改进会带来变化，进而影响使用该预览版创建的报表。 现已发布 DirectQuery over SAP BW 的通用版 (GA)，因此必须弃用通
过 DirectQuery over SAP BW 创建的任何现有（基于预览版）的报表（即使用通用版之前的版本创建的报表）。 在使用通用版
之前的 DirectQuery over SAP BW 创建的报表中，如果通用版之前的版本尝试将具有任何更改的元数据更新到基础 SAP BW
多维数据集，则调用此类刷新时会出现错误。 请使用通用版的 DirectQuery over SAP BW 基于空白报表重新创建这些报表。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 SAP BW 时的主要其他建模限制如下所示：

不支持计算列：创建计算列的功能处于禁用状态。 这也意味着创建计算列的“分组”和“聚类分析”功能不可用。
针对度量值的其他限制：对可在度量值中使用的 DAX 表达式规定有其他限制，以反映 SAP BW 提供的支持级
别。

不支持定义关系：关系是外部 SAP 源中固有的，并且无法在模型中定义其他关系。
没有数据视图：数据视图通常显示表中的详细信息级别数据。 鉴于 OL AP 源（如 SAP BW）的性质，此视图不适
用于 SAP BW。
列和度量值详细信息固定：字段列表中所示的列和度量值列表由基础源固定，不能修改。 例如，不能删除列，
也不能更改其数据类型（但是，可以将其重命名）。

DAX 中的其他限制：DAX 中存在可在度量值定义中使用的其他限制，以反映源中的限制。 例如，不能在表中使
用聚合函数。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到 SAP BW 时，可视化效果中的其他主要限制如下所示：

没有列聚合：没有列聚合：  不能更改视觉对象上的列的聚合；它始终为“不汇总”
禁用度量值筛选：禁用度量值筛选以反映 SAP BW 提供的支持。
多重选择和包括/排除：如果点表示来自多个列的值，则禁用在视觉对象上多重选择数据点的功能。 例如，给定
的条形图显示按国家/地区划分的销售额，图例中含有类别，则将不能选择表示（美国，自行车）和（法国，服装）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irectquery-sap-bw.md


对 SAP BW 功能的支持

功能功能 说说明明

本地计算 BEx 查询中定义的本地计算将更改通过 BEx 分析器等工具显
示的数字。 但是，它们不会反映在通过公共 MDX 接口从 SAP
返回的数字中。 

在这种情况下，Power BI 视觉对象中显示的数字不一定与 SAP
工具中相应的视觉对象的数字匹配。

例如，当从将聚合设置为累积（即运行总和）的 BEx 查询连接到
查询多维数据集时，Power BI 将返回基数，忽略该设置。 然后，
分析师当然可以在 Power BI 中本地应用运行总和计算，但如
果不执行此操作，则需要在解释这些数字时保持谨慎。

聚合 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处理多种货币时），SAP 公共接口返回
的聚合数字与 SAP 工具显示的数字不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Power BI 视觉对象中显示的数字不一定与 SAP
工具中相应的视觉对象的数字匹配。 

例如，不同货币的总计将在 BEx 分析器中显示为 "*"，但总计将
由 SAP 公共接口返回，而没有表示此类聚合数字无意义的任
何信息。 因此 Power BI 将显示该数字（聚合，例如 $、EUR 和
AUD）。

货币格式 Power BI 中不会反映任何货币格式（例如，$2,300 或 4000
AUD）。

度量单位 Power BI 中不会反映度量单位（例如，230 KG）。

键与文本（短、中、长） 对于如 CostCenter 等 SAP BW 特性，字段列表将显示单个
列“成本中心”。 使用此列将显示默认文本。 通过显示隐藏的字
段，还可以看到唯一的名称列（返回由 SAP BW 分配的唯一名
称，并且是唯一性的基础）。

键和其他文本字段不可用。

特性的多个层次结构 在 SAP 中，某一特性可以具有多个层次结构。 在 BEx 分析器
等工具中，当特性包含在查询中时，用户可以选择要使用的层

次结构。 

在 Power BI 中，可以在字段列表中将各种层次结构视为同一
维度上的不同层次结构。 但是，从位于同一维度的两个不同层
次结构中选择多个级别将导致 SAP 返回空数据。

的点。 同样，不能选择表示（美国，自行车）的点并将其从视觉对象中排除。 这两个限制都是为了反映 SAP BW
提供的支持。

下表列出了使用 Power BI 时不完全支持，或行为方式不同的所有 SAP BW 功能。



不规则层次结构的处理

缩放系数/反转符号 在 SAP 中，键数字可以具有定义为格式选项的缩放系数（如
1000），这意味着所有显示都会按照该系数进行缩放。 

同样，它可以具有反转符号的属性设置。 在 Power BI 中使用
此类键数字（在视觉对象中或作为计算的一部分）将导致使用

未缩放的数字（并且不会反转符号）。 基础缩放系数不可用。
在 Power BI 视觉对象中，轴（K、M、B）上显示的缩放单元可作
为视觉对象格式的一部分进行控制。

级别动态显示/消失的层次结构 最初连接到 SAP BW 时，将检索关于层次结构级别的信息，从
而导致字段列表中出现一组字段。 将缓存这些字段，如果级别
设置发生更改，那么在调用“刷新”之前，这组字段的设置不会
更改。 

这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行。 发布后，无法在 Power BI
服务中调用反映级别更改的此类“刷新”。

默认筛选器 BEx 查询可以包含默认筛选器，SAP BEx 分析器将自动应用该
筛选器。 这些不会公开，因此 Power BI 中的等效用法默认不
会应用相同的筛选器。

隐藏的键数字 BEx 查询可以控制键数字的可见性，隐藏的数字不会显示在
SAP BEx 分析器中。 这不会通过公共 API 反映，因此此类隐藏
的键数字仍将显示在字段列表中。 但是，它们可以隐藏在
Power BI 中。

数字格式 任何数字格式（小数位数、小数点等）都不会在 Power BI 中自
动反映。 但是，可以在 Power BI 中控制此类格式。

层次结构版本控制 SAP BW 允许维护层次结构的不同版本，例如 2007 年与
2008 年的成本中心层次结构。 由于公共 API 未公开关于版本
的信息，所以 Power BI 中仅最新版本可用。

时间相关层次结构 使用 Power BI 时，会在当前日期计算时间相关层次结构。

币种转换 SAP BW 基于多维数据集中保留的汇率支持币种转换。 公共
API 未公开此类功能，因此 Power BI 中此类功能均不可用。

功能功能 说说明明



排序顺序 可以在 SAP 中定义特性的排序顺序（按文本或按键）。 Power
BI 中不会反映此排序顺序。 例如，月份可能显示为 “April”、
“Aug” 等。 

在 Power BI 中无法更改此排序顺序。

技术名称 在“获取数据”中，可以同时看到特性/度量值名称（说明）和技术
名称。 字段列表将仅包含特性/度量值名称（说明）。

属性 无法访问 Power BI 中特性的属性。

最终用户语言设置 用于连接到 SAP BW 的区域设置设置为连接详细信息的一部
分，并且不会反映最终报表使用者的区域设置。

文本变量 SAP BW 允许字段名称包含变量（例如“$YEAR$ Actuals”）的占
位符，占位符会随后替换为所选值。 例如，如果为该变量选择
2016 年，则在 BEx 工具中该字段显示为“2016 Actuals”。 

Power BI 中的列名称不会随变量值而改变，因此将显示
为“$YEAR$ Actuals”。 但是，以后可以在 Power BI 中更改列名
称。

客户退出变量 公共 API 未公开客户退出变量，因此此类变量不受 Power BI
支持。

特性结构 基础 SAP BW 源中的任何特性结构都将导致在 Power BI 中公
开的度量值数量的“激增”。 例如，根据 Sales 和 Costs 两个度
量值，以及包含 Budget 和 Actual 的特性结构，将公开四个度
量值：Sales.Budget、Sales.Actual、Costs.Budget、Costs.Actual。

功能功能 说说明明

后续步骤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2018/8/2 • • Edit Online

可以使用 DirectQuery 直接连接到 SAP HANA 数据源。 连接到 SAP HANA 时存在两个选项：

将将  SAP HANA 视为视为多多维维源源(默默认认)：：  此情况下，该行为将类似于 Power BI 连接到其他多维源（如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或 Analysis Services）时的行为。 使用此设置连接到 SAP HANA 时，会选择单个分
析或计算视图，并且字段列表中将显示该视图的所有度量值、层次结构和属性。 创建视觉对象后，将始终
从 SAP HANA 中检索聚合数据。 建议使用此方法，且 SAP HANA 中的新 DirectQuery 报表均默认采用
此方法。

将将  SAP HANA 视为视为关系源：关系源：  此情况下，Power BI 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 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
性，但请务必确保按预期方式聚合度量值，并避免出现性能问题。

连接方法由全局工具选项确定，确定方式是选择“文件”和“选项和设置”，再选择“选项”和“DirectQuery”，然后选
择“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选项，如下图所示。

通过“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选项，可控制将 DirectQuery 用于 SAP HANA 的所有新报告所采用的方式。
该选项不影响当前报表中的任何现有 SAP HANA 连接，也不影响打开的任何其他报表中的连接。 因此，如果当
前取消选中该选项，则在使用“获取数据”向 SAP HANA 添加新连接时，该连接会将 HANA 视为多维源。 但是，
如果打开同时连接到 SAP HANA 的其他报表，该报表将根据创建时设置的选项继续运行。 这意味着连接到
2018 年 2 月之前创建的 SAP HANA 的任何报表均继续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irectquery-sap-hana.md


将 SAP HANA 视为多维源（默认）

其他建模限制其他建模限制

这两种方法的行为大不相同，而且不可能将现有报表从一种方法切换到另一种方法。

我们依次来详细了解这两种方法。

默认情况下，到 SAP HANA 的所有新连接均使用此连接方法，即将 SAP HANA 视为多维源。 为了将到 SAP
HANA 的连接视为关系源，必须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再选择“直接查询”，然后选择“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下的复选框。 虽然这是预览功能，但无法将使用多维方法创建的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
务，并且这样做将会导致在 Power BI 服务内打开报表时出现错误。

连接到作为多维源的 SAP HANA 时，可执行以下操作：

在“获取数据导航器”中，可选择单个 SAP HANA 视图。 不能选择各个度量值或属性。 在连接时没有定义
查询，这与数据导入操作不同，也与在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的情况下使用 DirectQuery 时的操作不
同。 这也意味着选择此连接方法时，不能直接使用 SAP HANA SQL 查询。

所选视图的所有度量值、层次结构和属性将显示在字段列表中。

由于在视觉对象中使用度量值，因此将查询 SAP HANA，在视觉对象所需的聚合级别检索度量值。 这样
一来，在处理非累加性度量值（计数器和比率等）时，所有聚合均由 SAP HANA 执行，且 Power BI 不进
一步进行聚合。

若要确保始终可从 SAP HANA 获得正确的聚合值，必须施加某些限制。 例如，不能添加计算的列，或者
不能在同一报表中合并来自多个 SAP HANA 视图的数据。

将 SAP HANA 视为多维源后，并不像替代关系方法一样能提升灵活性，但该方法更简单，在处理更复杂的 SAP
HANA 度量值时可保证聚合值正确无误，而且通常可提高性能。

“字段”列表将包括来自 SAP HANA 视图的所有度量值、属性和层次结构。 请注意使用此连接方法时应用的以下
行为：

至少包含在一个层次结构中的任何属性都将默认隐藏。 但是，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从字段列表的上下文
菜单中选择“查看隐藏”进行查看。 如果需要，可以从同一上下文菜单中使它们可见。

在 SAP HANA 中，可定义一个属性，它将采用其他属性作为其标签。 例如，Product（值为 1、2、3 等）可
以使用 ProductName（值为 Bike、Shirt、Gloves 等）作为其标签。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字段 Product 将显
示在字段列表中，其值是标签 Bike、Shirt、Gloves 等，但它们将按键值 1、2、3 进行排序并由键值决定其
唯一性。 另外，还会创建一个隐藏列 Product.Key，从而允许根据需要访问基础键值。

连接时会显示基础 SAP HANA 视图中定义的所有变量，还可输入必要的值。 通过从功能区中选择“编辑查询”，
然后从显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参数”，可以随后更改这些值。

考虑到需要确保始终能够从 SAP HANA 获取正确的聚合数据，允许的建模操作比使用 DirectQuery 时的一般
情况更具限制性。 但是，仍然可以执行许多添加和更改操作，包括定义度量值、重命名和隐藏字段以及定义显示
格式。 所有这些更改将在刷新时保留，并会应用对 SAP HANA 视图所做的任何非冲突更改。

使用 DirectQuery（视为多维源）连接到 SAP HANA 时的主要其他建模限制如下所示：

不支持计算列：创建计算列的功能处于禁用状态。 这也意味着创建计算列的“分组”和“聚类分析”功能不可用。
针对针对度量度量值值的其他限制：的其他限制：  对可在度量值中使用的 DAX 表达式规定有其他限制，以反映 SAP HANA 提供的
支持级别。

不支持定不支持定义义关系：关系：  在报表中只能查询单个视图，因此，不支持定义关系。
没有数据视图：数据视图通常显示表中的详细信息级别数据。 鉴于 OL AP 源（如 SAP HANA）的性质，此视
图不适用于 SAP HANA。
列和度量值详细信息固定：字段列表中所示的列和度量值列表由基础源固定，不能修改。 例如，不能删除列，



其他可其他可视视化效果限制化效果限制

将 SAP HANA 视为关系源

也不能更改其数据类型（但是，可以将其重命名）。

DAX 中的其他限制：DAX 中存在可在度量值定义中使用的其他限制，以反映源中的限制。 例如，不能在表中
使用聚合函数。

使用 DirectQuery（视为多维源）连接到 SAP HANA 时，视觉对象中存在限制：

没有列聚合：没有列聚合：  不能更改视觉对象上的列的聚合，而且它始终为不汇总。

当选择连接到作为关系源的 SAP HANA 时，可一定程度提升灵活性。 例如，可创建计算的列，添加来自多个
SAP HANA 视图的数据，还可在生成的表之间创建关系。 但是，以这种方式使用 SAP HANA 时，请务必了解如
何处理连接的某些方面，以确保以下事项：

当 SAP HANA 视图包含非累加性度量值（例如，非重复计数或平均值，而不是简单求和）时，结果与预期一
致。

生成的查询是高效的

当“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执行聚合时，最好先弄清关系源（如 SQL Server）的行为。 在以下示
例中，“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按 ProductID 返回平均价格。

如果要将数据导入到 Power BI（而不是使用 DirectQuery），将产生以下结果：

数据在查询编辑器中创建的查询所定义的聚合级别导入。 例如，按产品划分的平均价格。 这会导致一个表格
具有两列：ProductID 和 AveragePrice，可以在视觉对象中使用它们。
在视觉对象中，任何后续聚合（如 Sum、Average、Min 等）都在该导入的数据上执行。 例如，在视觉对象中包
含 AveragePrice 时，将默认使用 Sum 聚合，并针对每个 ProductID 在 AveragePrice 上返回总和 - 本例中为
13.67。 这同样适用于视觉对象中使用的任何替代聚合函数（如 Min、Average 等）。 例如，AveragePrice 的



Average 返回 6.66、4 和 3 的平均值，即等于 4.56，而不是基础表中 6 个记录中的 Price 的平均值 5.17。

如果使用 DirectQuery（通过该相同的关系源）而不是 Import，则相同的语义适用并且结果将完全相同：

对于相同的查询，逻辑上完全相同的数据会提供给报表层 - 即使没有实际导入数据。

在视觉对象中，任何后续聚合（Sum、Average、Min 等）再次通过查询中的逻辑表执行。 同样，一个包含
AveragePrice 的平均值的视觉对象返回相同的 4.56。

现在，在将连接视为关系源时，我们考虑 SAP HANA。 在 SAP HANA 中，Power BI 可以使用分析视图和计算
视图，这两种视图都可以包含度量值。 但是现在，用于 SAP HANA 的方法在本部分中遵循如上所述的相同原
则：“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将确定可用数据，然后视觉对象中的任何后续聚合都在该数据上执
行，这同样适用于导入和 DirectQuery。
但是，鉴于 SAP HANA 的性质，初始“获取数据”对话框或“查询编辑器”中定义的查询始终是聚合查询，并且通
常会包括度量值，要使用的实际聚合由 SAP HANA 视图定义。

上述 SQL Server 示例相当于存在包含 ID、ProductID、DepotID 和度量值（包括视图中定义为 AveragePrice
的“平均价格”）的 SAP HANA 视图。

如果在“获取数据”体验中，所做的选择针对的是 ProductID 和 AveragePrice 度量值，则表示定义对该视图的查
询，进而请求该聚合数据（在上例中，为简单起见，使用与 SAP HANA SQL 语法不完全相同的伪 SQL）。 视觉
对象中定义的任何更深入聚合都将进一步聚合此类查询的结果。 如上文针对 SQL Server 所述，这同时适用于
导入和 DirectQuery 用例。 请注意在 DirectQuery 用例中，将在发送到 SAP HANA 的单个查询的嵌套 select
语句中使用来自“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的查询，因此实际上在进一步聚合之前，并不读入所有数据。

由于上述所有考虑事项和行为，因此在通过 SAP HANA 使用 DirectQuery 时需注意以下重要事项：

每当 SAP HANA 中的度量值并非累加时（例如不是简单的 Sum、Min 或 Max），必须注意在视觉对象中
执行的任何进一步聚合。

在“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中，只能包含所需的列以检索所需数据，这表示结果将为一个查询，而该查
询必须是可发送到 SAP HANA 的合理查询。 例如，如果选择了多个列，认为在后续视觉对象中可能需要
这些列，那么即使是对于 DirectQuery，简单的视觉对象也将意味着嵌套 select 语句中使用的聚合查询将
包含这些列，这样通常执行效果将非常差。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下例中，在“获取数据”对话框中选择五个列（CalendarQuarter、Color、LastName、
ProductLine、SalesOrderNumber），还选择度量值 OrderQuantity，该操作意味着以后创建包含 Min
OrderQuantity 的简单视觉对象时会将以下 SQL 查询发送到 SAP HANA。 阴影是嵌套 select 语句，其中包
含“获取数据” / “查询编辑器”中的查询。 如果此嵌套 select 语句提供非常高的基数结果，则可能造成 SAP
HANA 性能非常不佳。



最佳做法

限制

已知问题

鉴于此行为，建议在“获取数据”或“查询编辑器”中选择的项仅用于所需项，同时仍然生成 SAP HANA 的合理查
询。

对于这两种 SAP HANA 连接方法，同样建议 SAP HANA 使用 DirectQuery，尤其是要确保优良性能的情况。
在 Power BI 中使用 DirectQuery 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建议。

以下列表介绍了使用 Power BI 时不完全支持的所有 SAP HANA 功能，或行为方式不同的功能。

父子父子层层次次结结构构  - 父子层级结构在 Power BI 中将不可见。 这是因为 Power BI 使用 SQL 接口访问 SAP
HANA，并且无法通过 SQL 完全访问父子层次结构。
其他其他层层次次结结构元数据构元数据  - 层次结构的基本结构显示在 Power BI 中，但一些层次结构元数据（如控制不规则层
次结构的行为）将不起作用。 同样，这是由 SQL 接口施加的限制导致的。
使用使用  SSL 的的连连接接  - 无法连接到配置为使用 SSL 的 SAP HANA 实例。
对对属性属性视图视图的支持的支持  - Power BI 可以连接到分析和计算视图，但不能直接连接到属性视图。
对对目目录对录对象的支持象的支持  - Power BI 无法连接到目录对象。
发发布后更改布后更改变变量量  - 发布报表后，不能在 Power BI 服务中直接更改任何 SAP HANA 变量的值。

以下列表介绍了使用 Power BI 连接到 SAP HANA (DirectQuery) 时的所有已知问题。

查询计查询计数器和其他度量数器和其他度量值时值时遇到的遇到的  SAP HANA 问题问题  - 如果连接到分析视图，且计数器度量值和其他
一些比率度量值包含在同一视觉对象中，则从 SAP HANA 返回错误的数据。 这包括在 SAP 注释
2128928（查询计算列和计数器时的异常结果）中。 在这种情况下，比率度量值是不正确的。

来自来自单单个个  SAP HANA 列的多个列的多个  Power BI 列列  - 对于某些计算视图，如果某个 SAP HANA 列在多个层
次结构中使用，SAP HANA 会将其公开为两个单独的属性。 这会导致在 Power BI 中创建两个列。 但是，
这些列默认是隐藏的，所有直接涉及层次结构或列的查询都正确运行。



后续步骤

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DirectQuery 和 SAP BW
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假设引用完整性设置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假设引用完整性的要求

使用假设引用完整性的示例

当连接到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时，你可以使用“假设引用完整性”，以对数据源运行更高效的查询。 此功能对
基础数据有要求，并且仅在使用 DirectQuery 时可用。

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允许数据源上的查询使用 INNER JOIN  语句而不是 OUTER JOIN  语句，从而提高查询效
率。

此设置为高级设置，并且仅在连接到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时才可用。 若要使“假设引用完整性”正常工作，必须
满足以下要求：

关系中 From 列中的数据始终不能为 Null 或 空白
From 列中的每个值在 To 列中都有对应的值

在此上下文中， From 列是 一对多 关系中的 多 ，或是 一对一 关系中第一个表中的列。

下面的示例演示了在数据连接中使用“假设引用完整性”时，“假设引用完整性”的行为方式。 该示例连接到包含订订
单单表、产产品品表和仓库仓库表的数据源。

1. 下图显示了 Orders 表和 Products 表，请注意引用完整性存在于 Orders[ProductID] 和
Products[ProductID] 之间。 Orders 表中的 [ProductID] 列始终不能为 Null ，所有值也会出现在
Products 表中。 在这种情况下，应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以获得更高效的查询（使用此设置不会更改视觉对
象中显示的值）。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ssume-referential-integrity.md


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

2. 在下一个图像中，请注意 Orders[DepotID] 和 Depots[DepotID] 之间不存在引用完整性，因为某些 Orders 的
DepotID 为 Null。 在这种情况下， 不 应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

3. 最后，在下面的表中，Orders[CustomerID] 和 Customers[CustID] 之间不存在引用完整性；CustomerID 中包
含 Customers 表中不存在的值（此例中为 CustX）。 在这种情况下， 不 应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

若要启用此功能，请选中“假设引用完整性”旁边的复选框（如下图所示）。



如果错误地设置了假设引用完整性，会发生什么？

后续步骤

选中后，将对数据验证此设置，以确保没有 Null 或不匹配的行。 但是 ，在值的数量非常大的情况下，验证不能保证
没有引用完整性问题。

此外，验证将在编辑关系时执行，并且 不 反映数据的任何后续更改。

如果在数据中有引用完整性问题时设置“假设引用完整性”，此设置不会导致错误。 但是，将导致数据明显不一致。
例如，在上述仓库仓库表的关系的情况下，会导致以下结果：

视觉对象显示总的 订单数量 值为 40
视觉对象显示总的 按仓库城市的订单数量 值仅为 30 ，因为它不包含订单 ID 1（其 DepotID 为 Null ）。

了解有关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

获取有关 Power BI 中的关系的详细信息

了解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视图的详细信息。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SAP BW 连接器
2018/8/6 • • Edit Online

安装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可以访问 SAP BusinessWarehouse (BW) 数据。

有关 SAP 客户如何在连接 Power BI 和现有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系统的过程中受益的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and SAP BW 白皮书。 有关将 DirectQuery 与 SAP BW 结合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DirectQuery 和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一文。

从 Power BI Desktop 的 2018 年 6 月版本开始，可使用包含性能和功能重大改进的实现的 SAP BW 连接器。 SAP
BW 连接器的此更新版本由 Microsoft 开发，称为 Implementation 2.0。 可选择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v1) 或
Implementation 2.0 SAP 连接器。 以下部分依次介绍每个版本的安装。 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SAP BW 时，
可选择其中一个连接器。

建议尽可能使用 Implementation 2.0 SAP 连接器。

建议尽可能使用 Implementation 2.0 SAP 连接器（请参阅下一节中的说明）。 此节介绍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的
安装，安装步骤如下：

1. 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SAP NetWeaver 库。 你可以从 SAP 管理员处获取 SAP Netweaver 库，也可以直接
从 SAP 软件下载中心下载。 由于 SAP 软软件下件下载载中心中心的结构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没有有关站点导航的更多
具体指导。 SAP NetWeaver 库通常还包括在 SAP 客户端工具安装中。

可以搜索 SAP 注释 #1025361，获取最新版本的下载位置。 请确保 SAP NetWeaver 库（32 位或 64 位）的
体系结构匹配 Power BI Desktop 安装，然后按照 SAP Note 安装 SAP NetWeaver RFC SDK 中包含的所
有文件。

2. “获取数据”对话框的“数据库”类别中包含“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SAP Business
Warehouse 消息服务器”相关条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ap-bw-connector.md
https://aka.ms/powerbiandsapbw
https://support.sap.com/swdc


Implementation 2.0 SAP 连接器的安装
SAP 连接器的 Implementation 2.0 需要使用 SAP .NET 连接器 3.0。 可使用以下链接，从 SAP 的网站下载 SAP
.NET 连接器 3.0：

SAP .NET 连接器 3.0

只有有效的 S 用户才能访问下载。 建议客户联系其 SAP 基础团队，获取 SAP .NET 连接器 3.0。

连接器有 32 位和 64 位版本，用户必须选择与其 Power BI Desktop 安装匹配的版本。 撰写本文时，网站列出两个
版本（针对 .NET 4.0 framework）：

适用于 Windows 32 位 (x86) 的 Microsoft .NET 3.0.20.0 的 SAP 连接器，zip 文件 (6.896 KB)，2018年 1 月 16
日发布

适用于 Windows 64 位 (x64) 的 Microsoft .NET 3.0.20.0 的 SAP 连接器，zip 文件 (7.180 KB)，2018年 1 月 16
日发布

安装时，请确保在“可选安装步骤”窗口中选择“将程序集安装到 GAC”选项，如下图所示。

https://support.sap.com/en/product/connectors/msnet.html
https://support.sap.com/en/product/connectors/msnet.html


NOTENOTE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的功能

SAP BW 实现版本 1 需要使用 Netweaver DLL；如果使用 SAP 连接器的 Implementation 2.0 而不使用版本 1，则无需使用
Netweaver DLL。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可从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服务器多维数据集导入数
据，或者可使用 DirectQuery。

若要深入了解 SAP BW 连接器以及如何将其与 DirectQuery 一起使用，请参阅 DirectQuery 和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连接时，必须指定“服务器”、“系统编号”和“客户端 ID”才能建立连接。

你还可以指定两个额外的“高级选项”：语言代码和针对指定服务器运行的自定义 MDX 语句。



如果未指定任何 MDX 语句，则向你显示“导航器”窗口，其中将显示服务器上可用的多维数据集的列表，同时提供
向下钻取以及从可用多维数据集中选择项的选项，包括维度和度量值。 Power BI 显示由 BW 开放分析接口 OL AP
BAPI 公开的查询和多维数据集。

当从服务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时，将基于它们的选择创建输出表的预览。

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也提供了一些显显示示选项选项，允许你执行以下操作：

https://help.sap.com/saphelp_nw70/helpdata/en/d9/ed8c3c59021315e10000000a114084/content.htm


使用 Implementation 2.0 SAP BW 连接器

显显示示仅选仅选定定项项与所有与所有项项（默（默认视图认视图）：）：  此选项在验证最后一组选定项时十分有用。 查看此类容的另一种方法是
选择预览区域中的列名称。

启用数据启用数据预览预览（默（默认认行行为为）：）：  还可以控制是否应在此对话框中显示数据预览。 禁用数据预览会减少服务器调用
的数量，因其将不再请求数据以进行预览。

技技术术名称：名称：  对于多维数据集中的对象，SAP BW 支持技术名称的概念。 技术名称允许多维数据集所有者公开多
维数据集对象的用户友好名称，而不是仅公开多维数据集中的那些对象的物理名称。

在导导航器航器中选择所有必须的对象后，你可以通过选择导导航器航器窗口底部的下列按钮之一，决定要执行的下一步操

作。

选择加加载载将会触发将输出表的整个行集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模型中，然后将你带到报报表表视图，在此你
可以使用数据数据或关系关系视图来开始对这些数据进行视觉化处理或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选择编辑编辑将打开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在整个列集引入到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模型之前，你可以在其中执行其他数
据转换和筛选步骤。

除了从 SAP BW 多维数据集导入数据之外，请记住，你还可以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很多其他数据源导入数
据，然后将它们合并到单一报表中。 这将在 SAP BW 数据顶部将演示各种有趣的报表和分析方案。

必须创建新连接，才能使用 SAP BW 连接器的 Implementation 2.0。 要创建新连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获取数据”窗口，选择 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程序服务器或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消息服务
器。

2. 会出现“新建连接”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选择该实现。 选择 Implementation 2.0（如下图所示）会启用“执
行模式”、“批大小”和“启用特征结构”选项。



Implementation 2.0 Implementation 2.0 的新的新选项选项

3. 选择“确认”，“导航器”体验与之前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一节中所述相同。

Implementation 2.0 支持以下选项：

 a. SapBusinessWarehouseExecutionMode.BasXml
 b. SapBusinessWarehouseExecutionMode.BasXmlGzip
 c. SapBusinessWarehouseExecutionMode.DataStream

1. ExecutionMode - 指定用于执行服务器查询的 MDX 接口。 有效的选项如下所示：

此选项的默认值是 SapBusinessWarehouseExecutionMode.BasXmlGzip。

使用 SapBusinessWarehouseExecutionMode.BasXmlGzip 可在大数据集出现高延迟的情况下提高性能。

2. BatchSize - 指定执行 MDX 语句时一次检索的行最大数目。 检索大数据集时，少量的行会转换为较多的服
务器调用。 大量的行可能会提高性能，但可能导致 SAP BW 服务器的内存问题。 默认值为 50000 行。

3. EnableStructures - 指定是否识别出特征结构的逻辑值。 此选项的默认值为 false。 影响可选择的对象列表。



Implementation 2.0 Implementation 2.0 的其他改的其他改进进

更改更改现现有有报报表以使用表以使用  Implementation 2.0 Implementation 2.0

本机查询模式下不支持。

此实现已弃用 ScaleMeasures 选项。 现在，此行为与设置 ScaleMeasures = false 相同，始终显示不成比例的值。

以下项目符号列表介绍了新实现的一些其他改进：

性能提高

可检索几百万行数据，通过批大小参数微调。

可切换执行模式。

支持压缩模式。 对高延迟连接或大型数据集特别有用。
日期变量检测改进

[实验性] 将日期（ABAP 类型 DATS）和时间（ABAP 类型 TIMS）维度分别公开为日期和时间，而不是文本值。
更好的异常处理。 现在，显示 BAPI 调用中发生的错误。
BasXml 和 BasXmlGzip 模式下的列折叠。 例如，如果生成的 MDX 查询检索 40 列，但当前选择仅需要 10 列，
此请求将传递到服务器，以检索较小的数据集。

仅在“导入”模式下，才能更改现有报表以使用 Implementation 2.0，且需要手动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现有报表，选择功能区中的“编辑查询”，然后选择要更新的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查询。

2. 右键单击查询，选择“高级编辑器”。

3. 在“高级编辑器”中，对 SapBusinessWarehouse.Cubes 调用进行以下更改：

a. 确定查询是否已包含选项记录，例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b. 如果是，添加 Implementation 2.0 选项，删除 ScaleMeasures 选项（如果存在），如下所示：

c. 如果查询不包含选项记录，请添加。 例如，如果它具有以下：

d. 只需将其更改为：

4.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使 SAP BW 连接器的 Implementation 2.0 与 SAP BW 连接器版本 1 兼容。 但是，由于使
用的 SAP BW MDX 执行模式不同，因此可能不一致。 若要解决任何不一致问题，请尝试在不同执行模式之
间切换。



故障排除

本部分提供有关使用 SAP BW 连接器的故障排除情景（和解决方案）。

‘ ‘ (space) = Decimal point is comma: N.NNN,NN
'X' = Decimal point is period: N,NNN.NN
'Y' = Decimal point is N NNN NNN,N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display users in group TI:
    <item>
        <TYPE>E</TYPE>
        <ID>01</ID>
        <NUMBER>512</NUMBER>
        <MESSAGE>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display users in group TI</MESSAGE>
        <LOG_NO/>
        <LOG_MSG_NO>000000</LOG_MSG_NO>
        <MESSAGE_V1>TI</MESSAGE_V1>
        <MESSAGE_V2/>
        <MESSAGE_V3/>
        <MESSAGE_V4/>
        <PARAMETER/>
        <ROW>0</ROW>
        <FIELD>BNAME</FIELD>
        <SYSTEM>CLNTPW1400</SYSTEM>
    </item>

1. 来自 SAP BW 的数值数据返回小数点，而不是逗号。 例如，1,000,000 的返回形式为 1.000.000。

SAP BW 返回以 ,（逗号）或 . （句点）作为十进制分隔符的十进制数据。 为指定哪些 SAP BW 可用于十进制
分隔符，Power BI Desktop 使用的驱动程序会调用 BAPI_USER_GET_DETAIL。 该调用返回一个名为
DEFAULTS 的结构，它包含一个名为 DCPFM 的字段，用于存储十进制格式表示法。 它采用以下三个值之
一：

报告此问题的客户发现，对于特定用户（显示不正确的数据的用户），对 BAPI_USER_GET_DETAIL 的调用失
败，并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为了修复此错误，用户必须要求他们的 SAP 管理员授予在 Power BI 中使用的 SAPBW 用户执行
BAPI_USER_GET_DETAIL 的权限。 需要确定的另一点是，用户是否具有必需的 DCPFM 值，如本故障排除
解决方案前面的内容所述。

2. SAP BEx 查询查询的的连连接接

你可以通过启用特定属性执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BEx”查询，如下图所示：



后续步骤

有关 SAP 和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DirectQuery 和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和 SAP BW 白皮书

https://aka.ms/powerbiandsapbw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链接
2018/7/31 • • Edit Online

从 Excel 中获取一个链接，在浏览器中开始操作

很多人将 Excel 工作簿存储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驱动器上，这在 OneDrive 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通过
Power BI Desktop，你可以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中存储的 Excel 文件的联机链接来创建报表和视觉对
象。 你可以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组帐户或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个人帐户。

从 OneDrive for Business 获取联机链接时需执行几个特定步骤。 以下各节将说明这些步骤。这些步骤允许你在
组之间、不同计算机之间以及与同事之间共享文件链接。

NOTENOTE

1. 使用浏览器导航到你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位置。 右键单击你要使用的文件，并选择在在  Excel 中打开中打开。

你的浏览器界面可能与以下图像不完全相同。 在 OneDrive for Business 浏览器界面中，可使用多种方法来选择要对
其执行在在  Excel 中打开中打开操作的文件。 可使用任何允许你在 Excel 中打开文件的选项。

2. 在 Excel 中，选择文件文件  > 信息信息，然后选择保保护护工作簿工作簿按钮上面的链接。 选择“将链接复制到剪贴板”（版本中
可能显示“将路径复制到剪贴板”）。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use-onedrive-business-links.md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链接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使用刚刚复制到剪贴板的链接。 可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Web。

2. 将链接粘贴到从从  Web 对话框（不不要选择“确定”）。



NOTENOTE

3. 请注意链接末尾的 ?web=1 字符串。必须首先 删除 Web URL 字符串的该部分 ， 然后再选择 确定确定  ，以便
Power BI Desktop 正确导航到你的文件。

4. 如果 Power BI Desktop 提示你输入凭据，请选择 Windows（适用于本地 SharePoint 站点）或组织帐组织帐

户户（适用于 Office 365 或 OneDrive for Business 站点）。

将出现导导航器航器窗口，供你从 Excel 工作簿中的表、工作表和范围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在这里，你可以像使用任何其
他 Excel 文件一样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创建报表并将其用于数据集，就如同你对任何其他数据源执行
的操作那样。

若要将 OneDrive for Business 文件用作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源，在已为该文件启用“服务刷新”的情况下，请务必在配置刷
新设置时选择“OAuth2”作为“身份验证方法”。 否则，可能会在尝试连接或刷新时看到错误消息（如“无法更新数据源凭据”）。 选
择“OAuth2”作为身份验证方法可修复此凭据错误。



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的 Facebook 连接器
2018/7/3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Facebook 连接器依赖于 Facebook Graph API。 同样，功能和可用性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
有所不同。

你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的 Facebook 连接器的相关教程。

Facebook 的 Graph API v1.0 已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过期。 Power BI 在后台对 Facebook 连接器使用 Graph API，
从而允许你连接到你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2015 年 4 月 30 日之前生成的查询可能将不再工作或返回更少的数据。 2015 年 4 月 30 日之后，Power BI 将在所
有对 Facebook API 调用中使用 v2.8。 如果你的查询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之前生成，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使用，
你可能需要重新进行验证，以批准我们将要求的新权限集。

尽管我们尝试依照任何更改发布更新，API 可能会以影响我们生成的查询的结果的方式进行更改。 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查询可能不再受支持。 由于此依赖关系，使用此连接器时，我们无法保证你的查询的结果。

可在此处了解有关 Facebook API 中更改的详细信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facebook-connector.md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apps/changelog#v2_0


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的 Google Analytics 连接
器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Google Analytics 内容包和连接器依赖于 Google Analytics Core Reporting API。 同样，功能和可用性
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不同。

可以使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分析）  连接器连接 Google Analytics（分析）数据。 若要连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主主页页”功能区选项卡中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2. 在“获取数据”窗口中，从左侧窗格的类别中选择“联机服务”。
3. 从右侧窗格中的选择中选择 Google Analytics。
4. 在窗口底部，选择连连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oogle-analytics-connector.md


你将看到一个提示对话框，说明连接器是一种第三方服务，并警告功能和可用性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不同，以

及其他说明。

选择“继续继续”后，系统会提示你登录 Google Analytics（分析）。



API 的更改

当你输入凭据时，系统会提示你希望你脱机访问 Power BI。 这便是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访问 Google
Analytics（分析）数据。

接受后，Power BI Desktop 会立即显示你当前已登录。

选择“连连接接”后，你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数据会与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并加载。

尽管我们尝试依照任何更改发布更新，API 可能会以影响我们生成的查询的结果的方式进行更改。 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查询可能不再受支持。 由于此依赖关系，使用此连接器时，我们无法保证你的查询的结果。

有关 Google Analytics API 的更改的详细信息可在更改日志中找到。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hangelog


Project Online：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数据
2018/7/31 • • Edit Online

步步骤骤  1 1：下：下载载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步步骤骤  2 2：通：通过过  OData  OData 连连接到接到  Project Online Project Online

可以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Project Online 中的数据。

1. 下载 Power BI Desktop，然后运行安装程序，以在计算机上安装 Power BI Desktop。

1. 打开 Power BI Desktop。

2. 在“欢迎”屏幕上，选择“获取数据”。

3. 依次选择“OData 数据源数据源”和“连连接接”。

4. 在 URL 框中输入 OData 数据源的地址，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你的 Project Web App 站点的地址类似于 https://<tenantname>.sharepoint.com/sites/pwa，那么你将
输入的 OData 数据源的地址则为 https:// <tenantname>.sharepoint.com/sites/pwa/_api/Projectdata。

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ites/pwa/default.aspx

5. Power BI Desktop 将提示你使用 Office 365 帐户进行身份验证。 请选择组织帐户，然后输入你的凭据。

请注意，用于连接到 OData 源的帐户必须对 Project Web App 站点至少具有项目组合查看者访问权限。

从此处你可以选择想要连接到的表并生成查询。 想了解如何开始？ 下面的博客文章将演示如何从你的 Project
Online 数据生成燃尽图。 博客文章中使用了 Power Query 连接到 Project Online，Power BI Desktop 也同样适用。

使用 Power Pivot 和 Power Query 为项目创建燃尽图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project-online-connect-to-data.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662
https://contoso.sharepoint.com/sites/pwa/default.aspx
http://blogs.office.com/2014/03/24/creating-burndown-charts-for-project-using-power-pivot-and-power-query/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形状地图（预览版）
2018/7/31 • • Edit Online

创建形状地图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创建形状地形状地图图视觉对象，以便通过向不同区域应用不同颜色，在地图上显示区域的

相对比较。 与地地图图视觉对象相反，形状地形状地图图无法在地图上显示数据点的准确地理位置；其主要用途是通过对区域

应用不同的颜色，在地图上显示其相对比较。

形状地形状地图图视觉对象基于 ESRI/TopoJSON 地图，它有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功能，即，使用你可以创建的自定义地图，
例如地理位置、座位安排、楼层平面图等等。 在预览版“形状地图”中无法使用自定义地图。

你可以使用与此预览版本一同发行的地图测试“形状地图”控件，或者你可以使用自定义地图，只要它满足以下使用使用
自定自定义义映射映射章节中列出的要求。

形状地形状地图图视觉对象为预览功能，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形状地图”，请选择“文件”>“选项和
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形状地图视觉对象”复选框。 完成选择后需要重启 Power BI Desktop。

启用“形状地图”后，即可单击“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形状地图”控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hape-map.md


Power BI Desktop 将创建一个空的“形状地图”视觉对象设计画布。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创建形状地形状地图图：

NOTENOTE

1. 在“字段”窗格中，将具有区域名称（或缩写）的数据字段拖至“位置”Bucket，将数据度量值字段拖至“色彩饱和
度”Bucket（暂时看不到地图）。

有关如何快速获取地图数据以测试形状地图的信息，请参阅下文的“获取地图数据”一节。



2. 在“格式”设置窗格中，展开“形状”，并从“标准地图”下拉列表中选择某个地图来显示你的数据。 此时将出现
一个绘制工具，如下图所示。



使用自定义地图

NOTENOTE
本文末尾的“区域键”一节中有一组具有地图区域键的表，可以使用这些区域键来测试“形状地图”视觉对象。

3. 然后，可以从“格式”设置窗格中修改地图投影和缩放设置，以及数据点的颜色。 还可以修改缩放设置。 例
如，可以更改颜色、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等等。

4. 还可以向“图例”存储段添加一个类别数据列，并基于类别对地图区域分类。

只要自定义地图为 TopoJSON  格式，你可以将其与“形状地图”一同使用。 如果你的地图是另一种格式，则可以使
用在线工具（如地地图图整形程序整形程序）来转换形状文件或将 GeoJSON 地图转换为 TopoJSON  格式。

若要使用 TopoJSON 地图文件，请将 ShapeMap 视觉对象添加到报表，并向“位置”和“色彩饱和度”Bucket 添加一
些数据。 然后，在选中“格式”部分（如下图 (1) 中所示）的“可视化效果”窗格中，展开“形状”部分，选择“+ 添加地图”。

http://mapshaper.org/


自定义地图示例

美国律师办事处发布了关于诉讼和案件数量数据的年度财务报告。 在下面的链接中可以找到他们的所有报告，

https://www.justice.gov/usao/resources/annual-statistical-reports

由于可以将州分为多个区，我们需要使用自定义形状地图。 通过将美国司法区的 TopoJSON 地图导入到 Power BI
Desktop，我们可以直观表示年度财务区律师数据。 下图展示了此地图的示例。

你也能对单个州地图进行一些有趣的操作，并基于它所包含的区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https://www.justice.gov/usao/resources/annual-statistical-reports


获取地图数据

如果想试验该数据集和可视化效果，可以从下列链接下载用于生成此报表的原始 PBIX 文件。

自定义形状地图的演示 .PBIX 文件

若要将数据快速导入模型以便测试“形状地图”，你可以复制本文末尾的其中一个表，然后从“主页”功能区中选择“输
入数据”。

如果你的数据有多个列，则需要使用 Excel 等编辑器来粘贴数据，然后分别复制每个数据列。 接着，可以将该数据
粘贴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最上面的一行自动标识为标题。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1/2/8/128943FB-9231-42BD-8A5D-5E2362C9D589/DistrictAttorneyFiscalReport.pbix


NOTENOTE

预览版行为和要求

区域键

澳大利澳大利亚亚：州：州

只需键入新的列名称（在右侧的空白列中），就可以输入一个新列，然后在每个单元格中添加值，就像在 Excel 中一
样。 完成后，选择“加载”，该表将添加到 Power BI Desktop 的数据模型中。

处理国家或地区时，请使用三字母缩写，以确保地理编码可以在地图可视化效果中正常运行。 不要使用两字母缩写，因为这样
可能无法正确识别某些国家或地区。

如果只有两字母缩写，请参阅这篇外部博文，了解将两字母国家/地区缩写与三字母国家/地区缩写相关联的具体步骤。

使用此预览版的“形状地图”时有几条注意事项和要求：

形状地形状地图图视觉对象为预览功能，必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 若要启用“形状地图”，请选择“文件”>“选项
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中“形状地图视觉对象”复选框。
目前，还必须设置“色彩饱和度”Bucket，“图例”分类才能正常工作。
形状地图的最终发布版本将具有一个显示当前所选地图的地图键的用户界面（最终版本中没有日期集，且形状

地图仍为预览版）。 在此预览版本中，可以引用表中的地图区域键，如本文中的“区域键”部分所述。
“形状地图”视觉对象最多可绘制 1,000 个数据点。

在此预览版中使用以下区域区域键键来测试形状地形状地图图。

https://blog.ailon.org/how-to-display-2-letter-country-data-on-a-power-bi-map-85fc738497d6#.yudauacxp


ID 缩缩写写 ISO 名称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au-wa WA AU-WA 西澳大利亚 WA

au-vic Vic AU-VIC 维多利亚州 VIC

au-tas Tas AU-TAS 塔斯马尼亚岛 TAS

au-sa SA AU-SA 南澳大利亚 SA

au-qld Qld AU-QLD 昆士兰 QLD

au-nt NT AU-NT 澳北区 NT

au-nsw NSW AU-NSW 新南威尔士州 NSW

au-act ACT AU-ACT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ACT

奥地利：州奥地利：州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at-wi AT-9 维也纳 维也纳 WI

at-vo AT-8 福尔贝格州 福尔贝格州 VO

at-tr AT-7 提洛尔 提洛尔 TR

at-st AT-6 施第里尔 施第里尔 ST

at-sz AT-5 萨尔斯堡 萨尔斯堡 SZ

at-oo AT-4 上奥地利州 上奥地利州 OO

at-no AT-3 下奥地利州 下奥地利州 NO

at-ka AT-2 卡林西亚 卡林西亚 KA

at-bu AT-1 布尔根兰 布尔根兰 BU

巴西：州巴西：州

ID

托刊亭斯州

伯南布哥

戈亚斯州

塞尔希培

圣保罗



圣卡塔琳娜州

罗赖马州

隆多尼亚

南里奥格兰德

北里奥格兰德

里约热内卢

皮奥伊

巴拉那

帕拉伊巴

帕拉州

米纳斯吉拉斯

马托格罗索

马拉尼昂

南马托格罗索

联邦直辖区

塞阿拉

圣埃斯皮里图

巴伊亚

亚马孙

阿马帕

阿拉戈斯

阿克里州

争议区域 1

争议区域 2

争议区域 3

ID



争议区域 4

ID

加拿大：省加拿大：省

ID ISO 名称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ca-nu CA-NU 努勒维特 NU

ca-nt CA-NT 西北地区 NT

ca-yt CA-YT 育空 YT

ca-sk CA-SK 萨斯喀彻温 SK

ca-qc CA-QC 魁北克 QC

ca-pe CA-PE 爱德华王子岛 PE

ca-on CA-ON 安大略 ON

ca-ns CA-NS 新斯科舍 NS

ca-nl CA-NL 纽芬兰-拉布拉多 NL

ca-nb CA-NB 新不伦瑞克 NB

ca-mb CA-MB 马尼托巴 MB

ca-bc CA-BC 不列颠哥伦比亚 BC

ca-ab CA-AB 亚伯达 AB

法国：区域法国：区域

ID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

罗纳-阿尔卑斯大区 罗纳-阿尔卑斯大区 罗纳-阿尔卑斯大区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

普瓦图-夏朗德 普瓦图-夏朗德 普瓦图-夏朗德

皮卡第 皮卡第 皮卡第

卢瓦尔河地区 卢瓦尔河地区 卢瓦尔河地区

北部-加来海峡 北部-加来海峡 北部-加来海峡

南部-比利牛斯 南部-比利牛斯 南部-比利牛斯



洛林 洛林 洛林

利穆赞大区 利穆赞大区 利穆赞大区

朗格多克-鲁西永 朗格多克-鲁西永 朗格多克-鲁西永

法兰西岛大区 法兰西岛大区 法兰西岛大区

上诺曼底 上诺曼底 上诺曼底

弗朗什-孔泰大区 弗朗什-孔泰大区 弗朗什-孔泰大区

科西嘉岛 科西嘉岛 科西嘉岛

香槟-阿登 香槟-阿登 香槟-阿登

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 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 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

布列塔尼大区 布列塔尼大区 布列塔尼大区

勃艮第 勃艮第 勃艮第

下诺曼底 下诺曼底 下诺曼底

奥弗涅大区 奥弗涅大区 奥弗涅大区

阿基坦 阿基坦 阿基坦

ID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德国：州德国：州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de-be DE-BE 柏林 柏林 BE

de-th DE-TH 图林根 图林根 TH

de-st DE-ST 萨克森-安哈尔特 萨克森-安哈尔特 ST

de-sn DE-SN 萨克森自由州 萨克森自由州 SN

de-mv DE-MV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
亚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
亚

MV

de-bb DE-BB 勃兰登堡 勃兰登堡 BB

de-sh DE-SH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

SH

de-sl DE-SL 萨尔兰 萨尔兰 SL

de-rp DE-RP 莱茵兰-普法尔茨 莱茵兰-普法尔茨 RP



de-nw DE-NW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NW

de-ni DE-NI 下萨克森 下萨克森 NI

de-he DE-HE 黑森 黑森 HE

de-hh DE-HH 汉堡 汉堡 HH

de-hb DE-HB 不来梅 不来梅 HB

de-by DE-BY 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 BY

de-bw DE-BW 巴登-符腾堡州 巴登-符腾堡州 BW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爱爱尔尔兰兰：郡：郡

ID

威克洛

韦克斯福德

韦斯特米斯

沃特福德

斯莱戈

蒂珀雷里郡

罗斯康芒

奥法利

莫纳亨

米斯

梅奥

劳斯

朗福德

利默里克

利特里姆

莱锡



基尔肯尼

基尔代尔

凯里

戈尔韦

都柏林

多尼哥

科克

克莱尔

卡文

卡洛

ID

意大利：区域意大利：区域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it-vn IT-34 威尼托 威尼托 VN

it-vd IT-23 瓦莱达奥斯塔 瓦莱达奥斯塔 VD

it-um IT-55 翁布里亚 翁布里亚 UM

it-tt IT-32 特伦蒂诺—阿尔托阿
迪杰区

特伦蒂诺—阿尔托阿
迪杰区

TT

it-tc IT-52 托斯卡尼 托斯卡尼 TC

it-sc IT-82 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 SC

it-sd IT-88 萨丁岛 萨丁岛 SD

it-pm IT-21 皮埃蒙特 皮埃蒙特 PM

it-ml IT-67 莫利塞 莫利塞 ML

it-mh IT-57 马尔凯 马尔凯 MH

it-lm IT-25 伦巴蒂大区 伦巴蒂大区 LM

it-lg IT-42 利古利亚 利古利亚 LG

it-lz IT-62 拉齐奥 拉齐奥 LZ



it-fv IT-36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
亚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
亚

FV

it-er IT-45 艾米利亚-罗马涅区 艾米利亚-罗马涅区 ER

it-cm IT-72 坎帕尼亚 坎帕尼亚 CM

it-lb IT-78 卡拉布利亚 卡拉布利亚 LB

it-bc IT-77 巴斯利卡塔 巴斯利卡塔 BC

it-pu IT-75 阿普利亚 阿普利亚 PU

it-ab IT-65 阿布鲁佐 阿布鲁佐 AB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墨西哥：州墨西哥：州

ID 缩缩写写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mx-zac Zac. MX-ZAC 萨卡特卡斯 萨卡特卡斯 ZA

mx-yuc Yuc. MX-YUC 尤卡坦 尤卡坦 YU

mx-ver Ver. MX-VER 韦拉克鲁斯 韦拉克鲁斯 VE

mx-tla Tlax. MX-TLA 特拉斯卡拉 特拉斯卡拉 TL

mx-tam Tamps. MX-TAM 塔毛利帕斯 塔毛利帕斯 TM

mx-tab Tab. MX-TAB 塔巴斯科 塔巴斯科 TB

mx-son Son. MX-SON 索诺拉省 索诺拉省 SO

mx-sin Sin. MX-SIN 锡那罗亚 锡那罗亚 SI

mx-slp S.L.P. MX-SLP 圣路易斯波托西 圣路易斯波托西 SL

mx-roo Q.R. MX-ROO 金塔纳罗奥 金塔纳罗奥 QR

mx-que Qro. MX-QUE 克雷塔罗 克雷塔罗 QE

mx-pue Pue. MX-PUE 普埃布拉 普埃布拉 PU

mx-oax Oax. MX-OAX 瓦哈卡 瓦哈卡 OA

mx-nle N.L. MX-NLE 新莱昂 新莱昂 NL

mx-nay Nay. MX-NAY 纳亚里特 纳亚里特 NA

mx-mor Mor. MX-MOR 莫雷洛斯 莫雷洛斯 MR



mx-mic Mich. MX-MIC 米却肯 米却肯 MC

mx-mex Méx. MX-MEX 墨西哥州 墨西哥州 MX

mx-jal Jal. MX-JAL 哈利斯科 哈利斯科 JA

mx-hid Hgo. MX-HID 伊达尔戈 伊达尔戈 HI

mx-gro Gro. MX-GRO 格雷罗 格雷罗 GR

mx-gua Gto. MX-GUA 瓜纳华托 瓜纳华托 GT

mx-dur Dgo. MX-DUR 杜兰戈 杜兰戈 DU

mx-dif Col. MX-DIF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 DF

mx-col Coah. MX-COL 科利马 科利马 CL

mx-coa Chis. MX-COA 科阿韦拉 科阿韦拉 CA

mx-chh Chih. MX-CHH 奇瓦瓦 奇瓦瓦 CH

mx-chp CDMX. MX-CHP 恰帕斯 恰帕斯 CP

mx-cam Camp. MX-CAM 坎佩切 坎佩切 CM

mx-bcs B.C.S. MX-BCS 南下加利福尼亚 南下加利福尼亚 BS

mx-bcn B.C. MX-BCN 下加利福尼亚 下加利福尼亚 BN

mx-agu Ags. MX-AGU 阿瓜斯卡连特斯 阿瓜斯卡连特斯 AG

ID 缩缩写写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荷荷兰兰：省：省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nl-zh NL-ZH 南荷兰 南荷兰

nl-ze NL-ZE 泽兰 泽兰

nl-ut NL-UT 乌特勒支 乌特勒支

nl-ov NL-OV 上艾瑟尔 上艾瑟尔

nl-nh NL-NH 北荷兰 北荷兰

nl-nb NL-NB 北布拉班特 北布拉班特

nl-li NL-LI 林堡 林堡



nl-gr NL-GR 格罗宁根 格罗宁根

nl-ge NL-GE 格尔德兰 格尔德兰

nl-fr NL-FR 弗里斯兰 弗里斯兰

nl-fl NL-FL 弗莱福兰 弗莱福兰

nl-dr NL-DR 德伦特 德伦特

ID ISO 名称名称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英国：国家英国：国家//地区地区

ID ISO 名称名称

gb-wls GB-WLS 威尔士

gb-sct GB-SCT 苏格兰

gb-nir GB-NIR 北爱尔兰自治区

gb-eng GB-ENG 英格兰

美国：州美国：州

ID 名称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us-mi 密歇根 MI

us-ak 阿拉斯加 AK

us-hi 夏威夷 HI

us-fl 佛罗里达 FL

us-la 路易斯安那 LA

us-ar 阿肯色 AR

us-sc 南卡罗来纳 SC

us-ga 格鲁吉亚 GA

us-ms 密西西比 MS

us-al 阿拉巴马 AL

us-nm 新墨西哥 NM

us-tx 德克萨斯 TX

us-tn 田纳西 TN



us-nc 北卡罗来纳 NC

us-ok 俄克拉荷马 确定

us-az 亚利桑那 AZ

us-mo 密苏里 MO

us-va 弗吉尼亚 VA

us-ks 堪萨斯 KS

us-ky 肯塔基 KY

us-co 科罗拉多 CO

us-md 马里兰 MD

us-wv 西佛吉尼亚 WV

us-de 特拉华 DE

us-dc 哥伦比亚特区 DC

us-il 伊利诺斯 IL

us-oh 俄亥俄 OH

us-ca 加利福尼亚 CA

us-ut 犹他 UT

us-nv 内华达 NV

us-in 印第安纳 IN

us-nj 新泽西 NJ

us-ri 罗德岛 RI

us-ct 康乃迪克 CT

us-pa 宾夕法尼亚 PA

us-ny 纽约 NY

us-ne 内布拉斯加 NE

us-ma 马萨诸塞 MA

ID 名称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us-ia 爱荷华 IA

us-nh 新罕布什尔 NH

us-or 俄勒冈 OR

us-mn 明尼苏达 MN

us-vt 佛蒙特 VT

us-id 爱达荷 ID

us-wi 威斯康星 WI

us-wy 怀俄明 WY

us-sd 南达科他 SD

us-nd 北达科他 ND

us-me 缅因 ME

us-mt 蒙大拿 MT

us-wa 华盛顿 WA

ID 名称名称 邮邮政政编码编码



合并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文件（二进制文件）
2018/7/31 • • Edit Online

之前合并文件（文件）的行为

当前合并文件的行为

向 Power BI Desktop 导入数据的一个强大的方法是将具有同一架构的多个文件合并到一个逻辑表中。 随着 2016
年 11 月 Power BI Desktop（及后续版本）的发行，这一方便且受欢迎的方法变得更为便捷并被更广泛地使用，如本
文中所述。

若要从同一文件夹中启动合并文件的过程，请选择“获取数据”>“文件”>“文件夹”。

在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之前，此功能称为“合并二进制文件”，并且可以使用合并二进制文件转换
功能来合并某些文件类型，但存在限制：

在将文件合并到一个单个表前，不会考虑转换每个单独的文件。 为此，通常需要合并文件，然后通过筛选行删选
掉标头值，作为编辑过程的一部分。

合并二合并二进进制文件制文件转换仅适用于文本或 CSV 文件，对其他受支持的文件格式（如 Excel 工作簿、JSON 文件等）不
适用。

客户要求更直观的合并二进制文件操作，因此我们增强了转换功能并将其重命名为“合并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mbine-binaries.md


Power BI Desktop 现在可以更有效地合并文件（二进制文件）。 首先，从“查询编辑器”中的“主页”功能区选项卡或从
列本身选择“合并文件”。

合并文件转换现在执行如下操作：

合并文件转换分析每个输入文件，并确定要使用的正确文件格式，如文本或 Excel 工作簿或 JSON 文件。

借助转换，可以从第一个文件选择特定对象，例如，要提取的 Excel 工作簿。

合并文件然后会自动执行以下查询：

创建在单个文件中执行所有所需提取步骤的示例查询。

创建功能查询，该功能查询将参数化示例查询的文件/二进制文件输入。 将示例查询和功能查询进行
链接，以在功能查询中反映对示例查询所做的更改。

使用输入二进制文件（如文件夹查询）将功能查询应用于原始查询，以使其应用于每一行的二进制文件

输入的功能查询，然后将生成的数据提取扩展为顶级列。



后续步骤

随着合并文件的新行为，可以在给定文件夹内轻松合并所有文件，因为它们具有同一文件类型和结构（如同一列）。

此外，还可以通过修改自动创建的示例查询轻松应用其他转换或提取步骤，而无需担心修改或创建其他功能查询步

骤。 对示例查询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会在链接的功能查询中自动生成。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各种数据。 有关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直接将数据输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2018/7/31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为列指定数据类别，以便让 Power BI Desktop 知道如何在可视化效果中处理其
值。

当 Power BI Desktop 导入数据时，它不仅会获取本身数据，还会获取表和列名称等信息（无论它是否为主关键
字）。有了这些信息，Power BI Desktop 会进行某些假设，让你在创建可视化效果时可拥有较好的默认体验。

下面的示例说明：当 Power BI Desktop 检测到某列有数字值时，你可能想以某种方式进行聚合，由此它将会被置
于值区域。 或者，对于带日期时间值的列，它会假设你可能将其用作折线图上的时间层次结构轴。

但是，有些情况比较具有挑战性，如地理位置。 请思考下列来自 Excel 工作表的表：

Power BI Desktop 应该将 GeoCode 列中的代码视为国家/地区或美国州名的缩写吗？ 由于此类代码可能表示这两
种意思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并不清楚。 例如，AL 可以表示阿拉巴马或阿尔巴尼亚，AR 可以表示阿肯色或阿根
廷，CA 可以表示加利福尼亚州或加拿大。 当我们在地图上绘制 GeoCode 字段时，需要加以区分。 Power BI
Desktop 是突出显示了国家/地区的世界地图，还是突出显示了各州的美国地图呢？ 你可以为此类型的数据指定数
据类别。 数据分类进一步改进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提供最佳可视化效果的信息。

指定数据指定数据类别类别

1. 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的字段字段列表中，选择你想要按不同的分类进行排序的字段。
2. 在功能区的“建模”选项卡上，单击“数据类别:”下拉列表。 这将显示你可以从列中选择的数据类别列表。 如果某
些选项不适用于列的当前数据类型，它们可能会被禁用。 例如，如果列为二进制数据类型，Power BI Desktop
将不允许你选择地理数据类别。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ata-categorization.md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通常累算到视觉对象的任何行为将会自动进行。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地理筛选。



  

在适用于移动应用的 Power BI Desktop 中标记条形
码
2018/7/31 • • Edit Online

受支持的条形码格式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针对列进行数据分类，以便 Power BI Desktop 知道如何处理报表中可视化对象的
值。 此外还可将列分类为条形条形码码。 当你或你的同事通过 iPhone 使用 Power BI 应用扫描产品上的条形码时，你将
看到所有包含此条形码的报表。 在移动应用中打开报表时，Power BI 将自动筛选报表中与该条形码相关的数据。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切换到数据视图。

2. 选择具有条形码数据的列。 请参阅以下受支持的条形码格式列表。

3. 在“建模”选项卡上，选择“数据类别” > “条形码”。

4. 在“报表”视图中，将此字段添加到要通过条形码筛选的视觉对象。

5. 保存报表并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现在当你打开 iPhone 的 Power BI 应用上的扫描器并扫描条形码时，你将在报表列表上看到此报表。 当你打开报
表时，将按你扫描的产品条形码筛选报表的视觉对象。

如果你可以将以下条形码标记在 Power BI 报表中，Power BI 将可识别它们：

UPCECode
Code39Code
A39Mod43Code
EAN13Code
EAN8Code
93Code
128Code
PDF417Code
Interleaved2of5Code
ITF14Code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mobile-barcodes.md


后续步骤

从你的 iPhone 上的 Power BI 应用中扫描条形码
在 iPhone 上扫描条形码时遇到的问题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移动应用设置地理筛选器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标识报表中的地理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针对列进行地理数据分类，以便 Power BI Desktop 知道如何处理报表中可视化对象
的值。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或你的同事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相应的报表时，Power BI 会自动提供与你
所在地理位置匹配的地理位置筛选器。

比如说，你是一名需要会见客户的销售经理，那么你会想要快速筛选出目标客户的销售总额和收入。 你想要按省/
自治区、城市或实际地址对当前位置的数据进行分类。 之后，如果还有时间，你会想要去拜访附近的其他客户。 可
以按你所在位置来筛选报表以查找这些客户。

如果报表中的地理名称采用的是英语例如，“New York City” 或 “Germany”，那么只可在移动应用中按位置筛选。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切换到数据视图 。

2. 选择含地理数据的列，例如“城市”列。

3. 在“建模”选项卡上，选择“数据类别”，那么本示例中的正确类别为“城市”。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mobile-geofiltering.md


使用地理数据创建视觉对象

NOTENOTE

4. 在模型中为其他任何字段继续设置地理数据类别。

可以为模型中的每个数据类别设置多个列，但如果这样做，模型就无法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筛选地理。 若要在移动
应用中使用地理筛选，则为每个数据类别仅设置一列，例如一个“城市”列、一个“省/自治区”列和一个“国家/地区”列。

1. 切换到报表视图 然后创建使用数据中的地理字段的视觉对象。

在此示例中，该模型还包含计算列，该列将城市和州放在同一列。 阅读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计算列。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报表

后续步骤

2.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1. 在任意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报表。

2. 如果你位于报表中数据相关的地理位置，则可以自动筛选到该位置。

详细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按地理位置筛选报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列
2018/7/31 • • Edit Online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凭借计算列，你可以将新数据添加到模型中已存在的表。 但请勿从数据源查询并将值加载到新列中，而是创建用于
定义列值的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公式。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报表”视图中的“新建列”功能创建计算列。

与使用查询编辑器中的“添加自定义列”创建为查询的一部分的自定义列不同，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创建的计
算列以你已加载到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 例如，可以选择连接两个不同但相关的表中的值、执行添加或提取子字符
串。

像任何其他字段一样，你创建的计算列将显示在“字段”列表中，但它们将带有特殊图标，显示其值为公式的结果。
你可以随意对列进行命名，并将其像其他字段一样添加到报表可视化效果。

计算列使用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计算结果，该表达式是一个旨在处理关系数据（如 Power BI Desktop 中的）的公
式语言。 DAX 包括一个超过 200 个函数、运算符和构造的库，在创建公式时提供巨大的灵活性，可以计算几乎任
何数据分析需求的结果。 若要了解有关 DAX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末尾处的“了解详细信息”部分。

DAX 公式类似于 Excel 公式。 事实上，DAX 有着许多与 Excel 相同的功能。 但是，DAX 函数旨在处理交互式地切
片或筛选的报表中的数据，例如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与 Excel 不同的是，在 Excel 中，你可以在表中每行
使用不同公式；而为新列创建 DAX 公式时，它将为表中每一行计算结果。 将在必要时（例如刷新基础数据或更改值
时）重新计算列值。

Jeff 是 Contoso 的一名货运经理。 他想创建一个报表，显示去往不同城市的货运数量。 他有包含城市和州分隔字
段的“地理”表。 但是，Jeff 希望他的报表能够将“城市，州”作为单个值显示在同一行。 现在，Jeff 的“地理”表中没有
他想要的字段。

但凭借计算列，Jeff 可以简单地将来自“城市”列的城市与来自“州”列的州组合或连接起来。

Jeff 右键单击“地理”表，然后单击“新建列”。 然后他在公式栏中输入以下 DAX 公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alculated-columns.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了解详细信息

此公式只需创建名为 CityState 的新列，对于地理表中的每一行，取“城市”列的值，添加逗号和空格，然后连
接“州”列的值。

现在，Jeff 就有了他想要的字段。

他可以将它与货运数量一起添加到他的报表画布。 仅需一点努力，很快 Jeff 有了“城市”、“州”字段，他可以添加几
乎任何类型的可视化效果。 Jeff 能够看到，当他创建地图可视化时，Power BI Desktop 甚至知道如何读取新建列中
的“城市”、“州”值。

我们在此仅提供了关于计算列的快速介绍。 请务必参阅教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计算列教程，在其中可
以下载示例文件并获取有关如何创建更多列的分步课程。

若要了解有关 DAX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本概念。

若要了解有关作为查询的一部分创建的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中的“创建自定
义列”部分。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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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借助计算表，可以将新表添加到模型中。 但是，你会创建定义表值的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公式，而非从数据源中
查询值，并将值加载到新表的列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计算表是通过使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的“新建
表”功能创建的。

大多数情况下，你都要从外部数据源将数据导入模型。 但是，计算表具备某些优势。 通常，计算表最适合于你希望
将其作为模型的一部分而存储的中间计算和数据，而非在运行中计算的或作为查询的一部分而存储的中间计算和数

据。

与作为查询的一部分而创建的表不同，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创建的计算表是以你已加载到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

的。 例如，你可以选择合并或交叉联接两个表。

与普通表一样，计算表也能与其他表建立关系。 计算表中的列具有数据类型、格式设置，并能归属于数据类别。 你
可以随意对列进行命名，并将其像其他字段一样添加到报表可视化效果。 如果计算表从其中提取数据的任何表以任
何形式进行了刷新或更新，则将重新计算计算表。

计算表使用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计算结果，它是一个旨在处理如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数据的公式语言。
DAX 包括一个超过 200 个函数、运算符和构造的库，在创建公式时提供巨大的灵活性，可以计算几乎任何数据分析
需求的结果。

Jeff，Contoso 的项目经理，拥有一个西北部员工的表和一个西南部员工的表。 Jeff 希望将这两个表合并成单个表。

NorthwestEmployees

SoutwestEmployees

使用计算表将这两个表合并非常容易。 尽管 Jeff 可以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创建计算表，但是在数据视图中创建
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在此之中，他可以立即查看新的计算表。

在数据数据视图视图的建模建模选项卡上，Jeff 单击新建表新建表。 出现一个公式栏。

然后 Jeff 输入了以下公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alculated-tables.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计算表的函数

名为 Western Region Employees 的新表就创建完成了。

Jeff 的 Western Region Employees 新表的显示方式与字段列表中的其他任何表相同。 他可以创建与其他表之间的
关系、添加计算列和度量值，并将其中任何字段添加到报表中，就像任何其他表一样。

可以通过任何会返回表（包括对另一个表的简单引用）的 DAX 表达式定义计算表。 例如：

可以协同使用计算表和 DAX 来解决许多分析问题。 我们在此处只提供了关于计算表的简单介绍。 开始使用计算表
时，你可以在此处找到一些有用的更常见 DAX 表函数：

DISTINCT
VALUES
CROSSJOIN
UNION
NATURALINNER JOIN
NATURALLEFTOUTER JOIN
INTERSECT
CALENDAR
CALENDARAUTO

有关这些函数以及返回 DAX 函数的其他表的信息，请参阅 DAX 函数引用。

https://msdn.microsoft.com/ee634396.aspx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度量值
2018/8/20 • • Edit Online

了解度量值

NOTENOTE

数据分析表达式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只需点几下鼠标，即可创建数据见解。 但有时候，这些数据并不包含解决某些重要问
题所需的所有内容。 度量值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度量值用于一些最常见的数据分析。 例如，求和、平均值、最小值或最大值、计数，或自己使用 DAX 公式创建的
更高级的计算。 度量值的计算结果也始终随着你与的报表的交互而改变，以便进行快速和动态的临时数据浏
览。 让我们仔细了解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在“报表视图”或“数据视图”中创建和使用度量值。 你自己创建的度量值将显示在
带有计算器图标的“字段”列表中。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你的度量值命名，并将它们添加到新的或现有的可视化
效果中，正如其他字段一样。

你可能还会对快速度量值感兴趣，它们是可以在对话框中选择的现成度量值。 既是快速创建度量值的绝佳方法，也是学习
DAX 语法的绝佳方法，因为可以查看快速度量值自动创建的 DAX 公式。 请参阅快速度量值这篇文章。

度量值将计算表达式公式的结果。 在创建自己的度量值时，将使用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公式语言。 DAX 包括
一个超过 200 个函数、运算符和构造的库。 它的库在创建度量值时提供巨大的灵活性，可以计算几乎任何数据
分析需求的结果。

DAX 公式与 Excel 公式非常相似。 DAX 甚至具有许多与 Excel 相同的函数，例如 DATE、SUM 和 LEFT。 但
是，DAX 的函数用于处理关系数据，类似于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数据。

Jan 是 Contoso 的销售经理。 她接到要求，要提供下一个会计年度的经销商销售预测。 Jan 决定根据去年的销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measures.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Projected Sales = SUM('Sales'[Last Years Sales])*1.06

度量值的数据类别

了解详细信息

售额做出预测，并加上从未来六个月计划的各种促销结果得出的六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

为了报告这些估计值，Jan 将上一年的销售数据导入了 Power BI Desktop 中。 在“Reseller Sale”表中，她找到
了“SalesAmount”字段。 由于导入的数据仅包含上一年的销售额，Jan 将“SalesAmount”字段重新命名为“Last
Years Sales”。 然后，Jan 将“Last Years Sales”拖动到报表画布上。 该字段在图表可视化效果中显示为去年所有
经销商销售额总和的单一值。

Jan 注意到，即使自己没有指定计算，系统已经自动提供了一种计算。 Power BI Desktop 通过对“Last Years
Sales”中的值进行求和，创建其自己的度量值。

但是，Jan 需要度量值来计算明年的销售预测，即基于去年的销售额乘以 1.06，以代表预期为 6% 的业务增长。
对于此计算，她将创建自己的度量值。 使用新建度量值功能，她可以创建新的度量值，然后输入下面的 DAX 公
式:

接着将她的新“Projected Sales”度量值拖动到图表中。

只需要最小的工作量，Jan 很快就可拥有用于计算预测销售额的度量值。 通过筛选特定的经销商或将其他字段
添加到她的报表中，Jan 可以进一步分析她的预测。

此外，还可以为度量值选取数据类别。

此外，这还可让你使用度量值来动态创建 URL，并将数据类别标记为 Web URL。

可以创建以 Web URL 的形式显示度量值的表，并能够单击根据所做选择创建的 URL。 想要使用 URL 筛选器参
数链接到其他 Power BI 报表时，此方法特别有用。

在此处我们仅向你快速地介绍了度量值，仍有许多内容可帮助你学习如何创建自己的度量值。 请务必参阅教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你自己的度量值，在其中你可以下载示例文件并获取有关如何创建更多度量值的逐
步课程。

若要更深入了解 DAX，请确保查看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本概念。 数据分析表达式参考提供了有关每
个函数、语法、运算符和命名约定的详细文章。 DAX 出现在 Excel 的 Power Pivot 和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中已经有数年时间了，因此还有许多其他有用的资源可供使用。 请务必查看 DAX 资源中心 Wiki，其中
有影响力的 BI 社区成员将会分享他们的 DAX 知识。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gg413422.aspx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wiki/contents/articles/1088.dax-resource-center.aspx


在 Power BI 中导入和显示 KPI
2018/7/31 • • Edit Online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导入并显示表、矩阵和卡片中的 KPI。

按照以下步骤导入并显示 KPI。

1. 启动具有 Power Pivot 模型和 KPI 的 Excel 工作簿。 本练习会使用名为“KPI”的工作簿。

2. 使用“文件”->“导入”->“Excel 工作簿内容”，将 Excel 工作簿导入到 Power BI 中。 也可以 了解如何导入工作
簿。

3. 导入到 Power BI 之后，KPI 将显示在“字段”窗格中，并标记有 图标。 若要在报表中使用 KPI，请确保展开其
内容，显示“值”、“目标”和“状态”字段。

4. 导入的 KPI 最好在标准可视化效果类型中使用，如“表”类型。 Power BI 还包括“KPI”可视化效果类型，应仅用
于创建新的 KP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import-and-display-kpis.md


以上是其中包含的全部内容。 KPI 可用于突出显示趋势、进度或其他重要指标。



  

使用视觉对象元素增强 Power BI 报表
2018/8/20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报表中使用壁纸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使用视觉对象元素（如壁纸和改进的视觉对象标头）来实现可视化效果，进而增强报表
外观。

从 2018 年 7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可以在报表中使用增强功能，使分析和报表比之前更具吸引力。 本
文中讨论的增强功能包括：

将壁纸应用到报表，以此背景可以增强或突出显示想要通过数据呈现的情景元素

为单独的可视化效果使用改进的视觉对象标头，以便在报表画布上创建完全对齐的视觉对象。

以下部分介绍如何使用这些增强功能，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于报表。

可以使用壁纸为报表页以外的灰色区域设置格式。 下图有一个箭头，阐明了壁纸区域适用的位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visual-elements-for-reports.md


可以基于每个报表页设置壁纸，也可以在报表中为每个页面使用相同壁纸。 若要设置壁纸，当报表中未选择任何视
觉对象且“壁纸”卡在窗格中显示时，点击或单击“格式”图标。

可以通过选择“颜色”下拉列表选择要用作“壁纸”的颜色，或者可以选择“添加图像”按钮，选择一张图像用作壁纸。 还



可以使用“透明度”滑块向壁纸应用透明度，无论它是颜色还是图像。

最好记住以下有关壁纸的定义：

报表区域以外的灰色区域是壁纸区域

画布中可以在其中放置视觉对象的区域称为报表页，在“格式窗格”中，可以使用“页面背景”下拉列表进行修改。

报表页始终在前景中（与壁纸相比），而壁纸在其后方，是报表页上最后面的元素。 当在页面上应用透明度时，报表
中的视觉对象也会应用透明度，以此让壁纸在背景中通过视觉对象显现出来。

对于所有新报表，默认设置如下：

报表页设置为“白色”，其透明度设置为“100%”
壁纸设置为“白色”，其透明度设置为“0%”

当页面背景的透明度设置为大于 50%，创建或编辑报表时会出现虚线边框，以显示报表画布边框的边缘。

请务必注意，虚线边框仅在编辑报表时显示，而不向查看已发布报表的人员显示，如在 Power BI 服务中查看时。



  

NOTENOTE

使用 Power BI 报表中改进的视觉对象标头

如果对墙纸使用深色背景，并将文本颜色设置为白色或非常浅的颜色，请注意，“导出到 PDF”功能不会导出墙纸，因此导出的白
色字体在导出后的 PDF 文件中几乎不可见。 有关导出到 PDF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出到 PDF。

从 2018 年 7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开始，显著改进了报表中的视觉对象标头。 主要改进是标头已从视觉对象
中分离，因此可以根据首选布局和定位来调整其位置，且标头现在在视觉对象本身中显示，而不是在它的上方浮动。

默认情况下，标头出现在视觉对象内部，与标题对齐。 在下图中，可以看到视觉对象中的标头（固定图标、展开图标
和省略号图标），沿视觉对象标题的相同水平位置右对齐。

如果视觉对象没有标题，则标头在视觉对象的上方右对齐浮动，如下图所示。

如果视觉对象定位到报表顶部，视觉对象标头则会与视觉对象的底部对齐。

此外，每个视觉对象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格式”部分都有一张卡片，称为“视觉对象标头”。 在该卡片中，可以调整
视觉对象标头各种类型的特征



NOTENOTE
创作或编辑报表时，切换可见性不会影响报表。 必须发布报表并在阅读模式下查看它才能看到效果。 此行为确保在编辑过程中
在视觉对象标头中提供的许多选项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编辑时提醒注意问题的警告图标。

对于仅在 Power BI 服务中显示的报表，可以通过转到“我的工作区”>“报表”，然后选择“设置”图标来调整视觉对象标
头的使用。 在此处可看到为其选择了“设置”的报表的设置，而且可以从中调整设置，如下图所示。



为现为现有有报报表启用改表启用改进进的的视觉对视觉对象象标头标头

新视觉对象标头是所有新报表的默认行为。 对于现有报表，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此行为，方法是转
到“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然后在“报表设置”部分，启用“将新式视觉对象标头与更新后的样式设置选项结合
使用”复选框。



后续步骤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以及如何入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文章。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将报表导出到 PDF
2018/8/20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将报表导出到 PDF 文件，从而从该 PDF 中轻松共享或打印报表。

从 Power BI Desktop 中将报表导出到 PDF，以便能够打印或与他人共享该 PDF 文档的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在
Power BI Deskop 中选择“文件”>“导出到 PDF”即可。

“导出到 PDF”过程将导出报表中的所有可见页，并且每个报表页将导出到 PDF 的单个页中。 当前不可见的报表页
（例如任何工具提示或隐藏页）不会导出到 PDF 文件中。

选择“文件”>“导出到 PDF”即可启动导出，并且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导出过程正在进行。 导出过程完成之前，该
对话框始终显示在屏幕上。 导出过程中，将禁用与正在导出的版本的所有交互。 与报表交互的唯一方法是等待导
出过程完成或取消导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export-to-pdf.md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导出完成后，PDF 文件加载到计算机上的默认 PDF 查看器。

对于“导出到 PDF”功能，需要牢记以下注意事项：

“导出到 PDF”功能仅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目前不在 Power BI 服务中提供。
该功能可导出自定义视觉对象，但不可导出可能已应用于报表的任何墙纸。

由于墙纸不可导出到 PDF 文件，因此应特别注意使用深色墙纸的报表。 如果报表中的文本为浅色或白色，以使其
在深色墙纸中突出显示，那么由于墙纸不会与报表的其余部分一起导出，因此在导出到 PDF 的过程中难以阅读或
无法阅读这些文本。

Power BI Desktop 中提供各种有趣的视觉对象元素和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使用视觉对象元素增强 Power BI 报表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问答”功能进行自然语
言查询
2018/8/8 • • Edit Online

NOTENOTE

NOTENOTE

添加缺少的关系

使用常用短语和自然语言来查询数据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而数据在回答问题时的功能更为强大，这就是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问答”功能所实现的。

为了能够让“问答”功能成功地解释其能够进行回答的大型问题集合，“问答”功能就必须对有关模型进行假设。 如果
你的模型结构不能满足一个或多个这些假设，则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针对“问答”功能的这些调整，对于 Power BI
中的任何模型来说都是同样的最佳做法优化，无论你是否使用“问答”。

仅在使用的模型包含已导入的数据时，才可使用“问答”功能。 不可实时连接到 SSAS 和 DirectQuery 模型。

如果使用 Windows 10 之前的 Windows 版本，问答需要以下 C 运行时更新。 可以尝试通过 Windows 更新安装重要更新，也
可以尝试通过 Microsoft (KB2999226) 手动安装必需组件。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2999226/update-for-
universal-c-runtime-in-windows

在以下部分中，我们将介绍如何调整模型，以使其能够很好地适用于 Power BI 中的“问答”功能。

如果模型缺少表之间的关系，则在你提问有关表的问题时，Power BI 报表和“问答”功能都将无法解释如何联接这些
表。 关系是一个优秀模型的基石。 例如，如果“订单”表和“客户”表之间缺少关系，则无法提问类似“西雅图客户的销
售总额”的问题。 下图显示了一个需要进行调整的模型示例，以及一个可用于“问答”的模型。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qna-in-reports.md


重命名表和列

修复不正确的数据类型

将“年份”和“标识符”列标记为“不汇总”

表和列的选择对“问答”非常重要。 例如，如果有一个名为“客户汇总”的表，其中包含你的客户列表，则需要提问类
似“列出芝加哥的客户汇总”的问题，而不是提问“列出芝加哥的客户”。

尽管“问答”功能可以执行一些基本的断词和复数检测，但其将假定你的表和列名能够准确地反映自身包含的内容。

请看另一个示例。 假设你有一个名为“员工总数”的表，其中包含员工的姓氏、名字和编号，以及另外一个名为“员
工”的表，其中包含员工编号、作业编号和开始日期。 这对于熟悉该模型的人员来说可能很容易理解，但提问“计数
员工”问题的其他人将会得到“员工”表中的行计数，而这可能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因为这是每位员工已执行
的每个作业的计数。 因此，最好重命名这些表，以真正反映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导入的数据可能包含错误的数据类型。 具体而言，以“字符串”导入的“日期”和“编号”列将不会被“问答”功能解释为
日期和编号。 应确保在 Power BI 模型中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

在默认情况下，Power BI 将主动聚合数值列，因此，“年销售总额”等提问的结果有时可能会是多年度总计的总销售
额。 如果有特定列不希望让 Power BI 进行汇总，则可以将列的“汇总方式”属性设置为“不汇总”。 请注意“年”、“月”、
“日”和 ID 列，因为这些列最容易出现问题。 对不适合汇总的其他列（如年龄），将“汇总方式”设置为“不汇总”或“平
均值”，也可以从中受益。 可以在“建模”选项卡中找到此设置。



为每个日期和地理列选择数据类别

为相关列选择“按列排序”

规范化你的模型

“数据类别”可提供有关列数据类型以外的列内容的语义知识。 例如，整数列可能被标记为邮政编码，字符串列可能
被标记为城市、国家/地区、区域等。 “问答”功能将该信息用于两个重要方面：用于可视化效果选择和用于语言偏好
设置。

首先，“问答”使用数据类别信息帮助选择要使用什么类型的视觉显示。 例如，它可以识别出具有日期或时间数据类
别的列，这对于使用水平轴的折线图或播放轴的气泡图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并且，它还假设包含具有地理数
据类别的列的结果在地图上显示效果良好。

其次，“问答”功能将对用户可能讨论的日期和地理列进行一些推理，以帮助其理解某些类型的问题。 例如“何时雇
用的 John Smith？”中的“何时” 几乎能够肯定映射到日期列，而“Brown 的客户计数”中的“Brown”更有可能是一个
城市，而不是头发的颜色。

使用“按列排序”属性，可以对一个列进行排序，而不是自动按其他列进行排序。 例如，当提问“按衬衫尺寸对客户排
序”时，你可能希望你的“衬衫尺寸”列按基础尺寸编号（XS、S、M、L、XL）排序，而不是按字母顺序（L、M、S、XL、
XS）排序。

请放心，我们并不是建议你需要重新构建整个模型。 但是，有一些难度很大的结构，“问答”功能无法很好地对其进



为为多列多列实实体体创创建新表建新表

消除属性包的透消除属性包的透视视

行处理。 如果对模型的结构执行一些基本的规范化操作，则 Power BI 报表的可用性将会得到显著提升，“问答”结
果也会随之更为准确。

应遵循的一般规则是：用户讨论的每个唯一“事项”都应由相应的一个模型对象（表或列）来表示。 因此，如果你的用
户讨论客户，则应有一个 customer 对象。 如果你的用户讨论销售额，则应有一个 sales 对象。 听起来很简单，对
吗？ 取决于你开始使用的数据形状，它可以很简单。 如果需要，查询编辑器中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构形功能，而使用
Power BI 模型中的计算能够更为直接的进行转换。

以下部分包含可能需要执行的一些常见转换。

如果有多个列充当较大表内的单个不同单元，则应将这些列拆分为其自己的表。 例如，如果在“公司”表中有联系人
姓名、联系人职务和联系电话列，则最好设计一个单独的“联系人”表，以包含姓名、职务和电话，以及一个指回公司
表的链接。 与在公司表中提问谁是联系人相比，单独就联系人表进行提问要明显简单很多，且提高了显示的灵活
性。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如果在模型中存在属性包，则应对其重新构建以使每个属性都具有单个列。 尽管属性包便于管理大量的属性，但依
然存在许多固有限制，Power BI 报表和问答功能都没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例如，考虑采用一个 CustomerDemographics 表，用以包含客户 ID、属性和值列，其中每行表示客户的一个不同属
性（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城市等）。 通过基于属性列的内容重载值列的含义，“问答”功能无法解释引用它的大部
分查询。 简单的问题（如“显示每个客户的年龄”）可能碰巧起作用，因为它可能被解释为“显示属性为年龄的客户和
客户人口统计数据”。 但是，模型结构将无法支持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如“芝加哥客户的平均年龄”。 尽管直接创作
Power BI 报表的用户有时可找到更聪明的方法来获取他们正在寻找的数据，但只有当每列仅有一个含义时，问答
才起作用。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消除分区的消除分区的联联合合

拆分格式化列拆分格式化列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如果已跨多个表对数据进行了分区，或拥有跨多个列的透视值，则你的用户将很难或无法实现许多常用的操作。 请
首先考虑典型表分区：一个“销售额 2000-2010”表和一个“销售额 2011-2020”表。 如果你的所有重要报表都被限制
为特定的十年，则可以为 Power BI 报表保留这种方式。 但是，问答的灵活性会让你的用户期望得到“按年销售总
额”等问题的答案。 为此，需要将数据联合到单个 Power BI 模型表中。

同样的，请考虑采用典型的透视值列：一个包含作者、书籍、城市 1、城市 2 和城市 3 列的 BookTour 表。 对于此类
结构，即使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按城市计数书籍”）都无法正确解释。 为此，应创建一个单独的 BookTourCities 表，
将城市值联合到单个列。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如果导入数据的源包含格式化的列，则 Power BI 报表（和问答）将无法访问列内部以分析其内容。 因此，例如，如
果有一个包含地址、城市和国家/地区的“完整地址”列，还应将其拆分为地址、城市和国家/地区列，以便你的用户能
够单独对各列进行查询。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为为多多值值列列创创建新表建新表

规规范化以消除非活范化以消除非活动动关系关系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同样的，如果你有某人的任何完整姓名列，则需要添加名字和姓氏列，以防可能有人会使用姓名的一部分进行提

问。

情况类似，如果导入数据的源包含多值列，则 Power BI 报表（和问答）将无法访问列内部以分析其内容。 因此，例
如，如果有一个“作曲者”列，包含有一首歌曲的多个作曲者姓名，则应在单独的“作曲者”表中将其拆分为多个行。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规范化更好”规则的一个例外是当存在从一个表到另一个表的多个路径时。 例如，如果有一个“航班”表，包含出发
城市 ID 和目标城市 ID 列，其中每列都与“城市”表相关，则需将其中的一个关系标记为非活动关系。 因为“问答”只
能使用活动关系，所以将无法提问有关出发城市或目标城市的问题，具体要取决于所选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改为使
城市名称列非规范化为“航班”表，则能够提问类似“列出明天包含西雅图出发城市和旧金山目标城市的航班”等的问
题。

需要需要调调整整



将同将同义词义词添加到表和列添加到表和列

可用于可用于“问问答答”

此步骤专门应用于“问答”（一般情况下不应用于 Power BI 报表）。 用户通常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来表示同一个意
思，例如，销售总额、销售净额、净销售总额。 Power BI 的模型允许将这些同义词添加到模型内的表和列。

这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即使使用直观的表和列名称，问答功能的用户仍会使用他们首先想到的词汇进行提问，
而不是从列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词汇。 能够添加的有意义的同义词越多，用户使用报表的体验就越好。 要添加同
义词，请在“关系”视图中，选择功能区中的“同义词”按钮，如下图中所示。

“同义词”字段显示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右侧，可以在此处添加你的同义词，如下图中所示。



后续步骤

添加同义词时需要留意，因为向多个列或表添加相同的同义词可能会引起歧义。 “问答”将尽可能利用上下文在不确
定的同义词之间进行选择，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上下文。 例如，当用户提问“计数客户”时，如果在你的
模型中对“客户”有三个同义词，则用户可能无法获得他们想要寻找的问题的答案。 在这些情况下，请确保主要同义
词的唯一性，因为将用于再次声明。 它可以提醒用户出现歧义（例如，再次声明“显示已存档的客户记录数”），提示
用户以不同的方式来提问。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中提供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钻取
在“焦点”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或报表视觉对象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分析”窗格
2018/7/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在“分析”窗格内搜索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的“分析分析”窗格，你可以向视觉对象添加动态参考行，并重点关注重要趋势或见解。 “分
析”窗格位于 Power BI Desktop 的“可视化效果”区域中。

仅当在 Power BI Desktop 画布上选择视觉对象时才会显示“分析”窗格。

自 2018 年 2 月版 Power BI Desktop（版本 2.55.5010.201 或更高版本）开始，可以在“分析”窗格内进行搜索，此窗
格是“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子节。 如下图所示，选中“分析”窗格时出现搜索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nalytics-pane.md


使用分析窗格

通过“分析分析”窗格，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动态参考行（并非所有的行都适用于所有视觉对象类型）：

X 轴恒线
Y 轴恒线
最小值线

最大值线

平均线

中线

百分位数线

以下各部分介绍如何在可视化效果中使用“分析分析”窗格和动态参考行。

若要查看视觉对象的可用动态参考行，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选择或创建视觉对象，然后从“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部分选择“分析分析”图标。



2. 为想要创建的行类型选择向下箭头以展开其选项。 本示例中将选择“平均平均线线”。



3. 若要创建一个新行，请选择“+ 添加添加”。 然后，可以通过双击文本框，键入名称来为行指定名称。

对于行提供了各种选项，例如可以选择其“颜色”、“透明度”、“样式”和“位置”（与视觉对象的数据元素有关），
以及是否包括标签。 重要的是，通过选择“度量值”下拉列表，可以选择想要行基于视觉对象中的哪个度量
值，它会自动使用视觉对象中的数据元素予以填充。 本示例中将选择“天气”作为度量值，对其设置“平均天
气”标签，并对其他几个选项进行自定义，如下所示。



4. 如果想要显示数据标签，请将“数据数据标签标签”滑块移至开启状态。 执行此操作可以为数据标签获取大量其他选
项，如下图所示。



5. 请注意“分析分析”窗格中的“平均平均线线”项旁显示的数目。 它指出目前在视觉对象上所拥有的动态行的数量和类
型。 如果为“生活成本生活成本”添加了“最大值线”，则可以看到“分析分析”窗格显示现在也有适用于该视觉对象的“最大最大
值线值线”动态参考行。



应用预测

如果所选择的视觉对象不能具有对其适用的动态参考行（本示例中为映射映射视觉对象），则会在选择“分析分析”窗格时看
到以下信息。

通过使用“分析分析”窗格创建动态参考行，可以突出显示各种有趣的见解。

我们正在计划开发更多的特性和功能，其中包括扩展可以具有适用动态参考行的视觉对象，因此请经常查看其新

增功能。

选择可视化对象，然后展开“分析分析”窗格的“预测预测”部分即可使用“预测预测”功能。 可以指定多个输入以修改预测，例如预
测长度、置信区间等。 下图显示了已应用预测功能的基本行视觉对象，你可以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并使用预测功



限制

能）来查看它是如何应用到你的模型的。

是否能使用动态参考行取决于正在使用的视觉对象的类型。 下表显示动态行当前适用的视觉对象：

动态行完全适用于以下视觉对象：

分区图

折线图

散点图

簇状柱形图

簇状条形图

以下视觉对象仅能使用“分析分析”窗格中的恒线：

堆积面积图

堆积条形图

堆积柱形图

百分比堆积条形图

百分比堆积柱形图

对于以下视觉对象，趋势线是当前仅有的选项：

非堆积折线图

簇状柱形图

最后，非笛卡尔视觉对象当前无法应用“分析分析”窗格中的动态行，例如：



后续步骤

矩形图

饼图

圆环图

表格

只有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导入数据，或在实时连接到运行 Analysis Service 2016 或更高版本、Azure
Analysis Services 的服务器上的模型或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上的数据集时，才能使用百分位数线。

Power BI Desktop 可用于执行多种操作。 有关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资源：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新增功能
下载 Power BI Desktop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类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见解来解释视觉对象中
显示的增长和下降（预览版）
2018/8/6 • • Edit Online

在视觉对象中，你通常会看到值大幅上升又急剧下降的情况，并且想知道导致这种波动的原因。 借助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见见解解，只需单击几下即可了解原因。

以下面的视觉对象为例，它显示了不同年份和不同国家/地区的销售额。 2014 年的销售额大幅下降，第一季度与第
二季度之间的销售额骤减。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对数据进行研究，以帮助解释发生变化的原因。

可以让“Power BI Desktop”解释图表中出现的增加或减少情况，查看图表中的分配系数并获得有关数据的快速、自
动化且深入的分析。 只需右键单击数据点，然后选择“分析”>“解释此减少情况”（或者如果前一栏较低，则选择“解释
此增长情况”），或“分析”>“查找此分配不同之处”，就可以在易用窗口中收到见解。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insights.md


NOTENOTE

使用见解

见解功能与上下文相关，并且以紧位于前面的数据点（例如上一栏或列）为基础。

此功能处于预览状态，可能会发生更改。 从 Power BI Desktop 2017 年 9 月版本开始，见解功能将默认启用并打开（无需勾
选“预览”框来启用它）。

若要使用见解来解释图表上出现的增长或下降，只需右键单击条形图或折线图中的任意数据点，然后选择“分
析”>“解释此增长”（或“解释此下降”，因为所有见解都是根据上一个数据点的变化得出的）。



然后，Power BI Desktop 针对数据运行其机器学习算法，并使用视觉对象和说明（介绍哪些类别对增加情况或减少
情况的影响最大）填充窗口。 默认情况下，见解以瀑布视觉对象形式提供，如下图所示。

通过选择瀑布视觉对象底部的小图标，可以选择使见解显示为散点图、堆叠柱形图或功能区图。



返回结果的详细信息

散点散点图图

在页面顶部提供“很棒”和“很差”图标，这样你就可以提供关于视觉对象和功能的反馈。 这样做虽然可以提供反馈，
但它目前不会训练算法来影响下次使用该功能时返回的结果。

请注意，视觉对象顶部的“+”按钮可让你将选定的视觉对象添加到报表中，就像你手动创建视觉对象一样。 然后，可
以格式化或调整添加的视觉对象，类似于在报表上对任何其他视觉对执行的操作。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编辑报
表时，只能添加选定的见解视觉对象。

如果报表处于阅读或编辑模式，则可以将见解用于分析数据和创建可轻松添加到报表中的视觉对象。

见解返回的详细信息旨在突出两个时间段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帮助你了解它们之间的变化。

例如，如果销售额从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总体增长了 55%，每个类别的产品如此（计算机销售额增长了 55%，音响
销售额增长了 55%，依此类推），每个国家/地区以及每种类型的客户也是如此，那么，这些数据对于帮助解释该变
化就没什么用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们通常会发现发生的情况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不同的类别中，计算
机和家用电器的增长率高达 63%，而电视和音响仅增长了 23%，因此，计算机和家用电器对第四季度总销售额的贡
献超过第三季度。 在此示例中，对增长的合理解释是：计算机、电视和音响的销售特别强劲。

因此，算法不仅仅返回占变化最大份额的值。 例如，如果绝大多数 (98%) 销售额来自美国，那么通常情况下，绝大
多数的增长也来自美国。 但除非美国或其他国家/地区对总销售额的相对贡献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在此背景下研
究国家/地区毫无意义。

简单地说，可以将算法设想为采用模型中的所有其他列，计算该列在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段的细分，确定该细分发生

的变化量，然后返回那些变化最大的列。 例如，上面的示例选择了类别，因为电视和视频的贡献率从 33% 降到了
26%（下降了 7%），而家用电器的贡献率从零增长到了 6% 以上。

对于返回的每个列，可以显示四个视觉对象。 其中三个视觉对象旨在突出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贡献变化。 例如，用于
解释从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的增长。

对于列（本例中为类别）的每个值，散点图视觉对象显示第一个时间段的度量值（在 x 轴上）与第二个时间段的度量值
（在 y 轴上）。 因此，如下图所示，如果值增加，则所有数据点都在绿色区域中，如果值减小，则在红色区域中。

虚线表示最佳匹配，因此，此线上方的数据点增长的幅度超过总体趋势，而此线下方的数据点增长的幅度小于总体

趋势。



百分比堆百分比堆积积柱形柱形图图

带带状状图图

瀑布瀑布图图

请注意，在任一时间段中值为空白的数据项都不会显示在散点图上（例如，本例中的家用电器）

百分比堆积柱形图视觉对象显示所选列之前和之后的度量值，并以百分比堆积柱形表示。 这允许对之前和之后的贡
献进行并排比较。 工具提示显示所选值的实际贡献。

带状图视觉对象也显示之前和之后的度量值。 当贡献者的排序发生变化时（例如，如果计算机之前是排名第一的贡
献者，但之后降至第三），它对显示贡献变化特别有用。

第四个视觉对象是瀑布图，可显示各时间段之间的主要实际增长或下降。 此视觉对象清晰地显示实际变化，但不单
独指示贡献程度的变化（这实际上强调了将该列选为关注列的原因）。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在对具有最大相对贡献差异的列进行排名时，请考虑以下因素：

将基数考虑在内，因为当列具有较大的基数时，差异在统计上就不太显著，也更无意义。

原始值非常高或最接近于零的那些类别的差异的权重高于其他类别。 例如，如果某个类别仅占销售额的
1%，后来变为 6%，那么，相比贡献率从 50% 变为 55% 的类别，该类别的差异在统计上更显著，因此被认为
更有趣。

使用各种启发法来选择最有意义的结果，例如通过考虑数据之间的其他关系。

在检查完各个列之后，选择并输出显示最大相对贡献变化的列。 对于每个列，说明中都会标注具有最显著的贡献变
化的值。 此外，还会标注实际增长和下降幅度最大的值。

由于这些见解是根据上一个数据点的变化得出的，因此在视觉对象中选择首个数据点时，这些见解不可用。

以下列表列出了目前无法解解释释增增长长/下降情况下降情况的所有情形：

前 n 个筛选器
包括/排除筛选器
度量值筛选器

非累加性度量值和聚合

非数值度量值

使用“值显示为”
筛选后的度量值：筛选后的度量值是指应用了特定筛选器的视觉对象级计算（例如，法国总销售额），用于见解功

能创建的某些视觉对象

X 轴上的类别列（根据列将排序定义为标量的情况除外）。 如果使用层次结构，则有效层次结构中的每一列必须
与此条件相匹配

此外，目前不支持见解的以下模型类型和数据源：

DirectQuery
实时连接

本地 Reporting Services
嵌入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以及如何入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文章。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见解找出分布的不同之
处（预览版）
2018/8/6 • • Edit Online

在视觉对象中，你通常会看到一个数据点，并想知道不同类别的分布是否相同。 借助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见见
解解，只需单击几下即可了解。

以下面的视觉对象为例，它显示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总销售额。 如图所示，大部分销售额来自美国，占所有销售额的
57%，余下的销售额则来自其他国家/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是否会在不同的亚群中看到与之相同的分布通常很
有趣。 例如，所有年份、所有销售渠道和所有产品类别的分布是否与之相同？ 虽然可以应用不同的筛选器并直观地
比较结果，但这样做可能非常耗时且容易出错。

可以让 Power BI Desktop 找出分布的不同之处，并获得有关数据的快速、自动化且深入的分析。 只需右键单击数
据点，然后选择“分析”>“找出分布的不同之处”，就可以在易用窗口中收到见解。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insights-find-where-different.md


NOTENOTE

使用见解

在此示例中，自动化分析快速显示，就旅行车而言，美国和加拿大的销售额比例降低，而其他国家/地区的比例升高。

此功能处于预览状态，可能会发生更改。 从 Power BI Desktop 2017 年 9 月版本开始，见解功能将默认启用并打开（无需勾
选“预览”框来启用它）。

若要使用见解找出图表上显示的分布的不同之处，只需右键单击任意数据点（或整个视觉对象），然后选择“分
析”>“找出分布的不同之处”。

然后，Power BI Desktop 针对数据运行其机器学习算法，并使用视觉对象和说明（介绍哪些类别（列）以及这些列的
哪些值导致产生差异最明显的分布）填充窗口。 见解以柱形图形式提供，如下图所示。



应用了选定筛选器的值以普通的默认颜色显示。 原始起始视觉对象上所示的总体值以灰色显示，以便进行比较。 最
多可包含三个不同的筛选器（此示例中为旅行车、山地车、公路车），可通过单击选择不同的筛选器（或使用 ctrl-单击
选择多个筛选器）。

对于简单的累加性度量值，例如此示例中的总销售额，将根据相对值而非绝对值进行比较。 因此，虽然旅行车的销
售额肯定低于所有类别的总销售额，但默认情况下，视觉对象使用双轴来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的旅行车与所有类别的
自行车的销售额比例。 通过切换视觉对象下方的切换按钮，可在同一轴上显示两个值，从而可以轻松地比较绝对值
（如下图所示）。

通过给定与筛选器匹配的记录数，描述性文本还指示了可能附加到筛选器值的重要性级别。 因此在此示例中，你可
以看到，虽然旅行车的分布可能大不相同，但它们只占记录数的 16.6%。

在页面顶部提供“很棒”和“很差”图标，这样你就可以提供关于视觉对象和功能的反馈。 这样做虽然可以提供反馈，但
它目前不会训练算法来影响下次使用该功能时返回的结果。

请注意，视觉对象顶部的“+”按钮可让你将选定的视觉对象添加到报表中，就像你手动创建视觉对象一样。 然后，可



返回结果的详细信息

国家国家 /地区地区 销销售售额额（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美国 15

加拿大 5

国家国家 /地区地区 销销售售额额（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美国 3

加拿大 1

国家国家 /地区地区 利利润润率率  (%)

美国 15

加拿大 5

国家国家 /地区地区 利利润润率率  (%)

美国 3

加拿大 1

以格式化或调整添加的视觉对象，类似于在报表上对任何其他视觉对执行的操作。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编辑报
表时，只能添加选定的见解视觉对象。

如果报表处于阅读或编辑模式，则可以将见解用于分析数据和创建可轻松添加到报表中的视觉对象。

可以将算法设想为采用模型中的所有其他列，将这些列的所有值作为筛选器应用于原始视觉对象，并找出其中哪个

筛选器值生成的结果与原始视觉对象的差异最大。

当然，你可能想知道差异意味着什么。 例如，假设美国与加拿大的销售额总体分配如下：

而对于特定类别的产品 “公路车”，销售额分配可能为：

虽然各个表中的数字不同，但美国与加拿大的相对值是相同的（总体为 75% 和 25%，公路车也为 75% 和 25%）。 因
此不会将这些数字视为不同。 因此，对于这种简单的累加性度量值，算法会查找相对值的差异。

与此相反，以利润率这样的度量值为例（计算公式为利润/成本），假设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利润率如下

而对于特定类别的产品 “公路车”，销售额分配可能为：

鉴于此类度量值的性质，这些数字被认为是不同且有趣的。 因此，对于非累加性度量值，比如此利润率示例，算法会
查找绝对值的差异。

因此，所显示的视觉对象旨在清晰地显示在整体分布（如原始视觉对象中所示）与应用了特定筛选器的值之间找到的

差异。

因此，对于累加性度量值，如上一示例中的销售额，应使用行列图，图中采用双轴和适当的缩放比例，以便轻松比较

相对值。 列显示应用了筛选器的值，行显示总体值（正常情况下，列轴位于左侧，行轴位于右侧）。 行以阶梯样式显
示，虚线用灰色填充。对于上一个示例，如果列轴最大值为 4，行轴最大值为 20，那么它将允许轻松比较美国与加拿
大的筛选值和总体值的相对值。



Subcategory = Touring Bikes
Channel = Direct
Subcategory = Mountain Bikes
Subcategory = Road Bikes
Subcategory = Kids Bikes
Channel = Store

Subcategory: Touring Bikes, Mountain Bikes, Road Bikes (only three listed, with the text including “...amongst 
others” to indicate that more than thre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Channel = Direct (only Direct listed, if it’s level of impact was much greater than Store)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同样，对于非累加性度量值，如上一示例中的利润率，应使用行列图，图中采用单轴，这意味着可以轻松地比较绝对

值。 行（用灰色填充）同样显示总体值。 无论是比较实际数字还是相对数字，确定两种分布的差异程度不仅仅是计算
值之间的差异的问题。 例如：

将群体规模考虑在内，因为占总群体的比例越小，差异在统计上就越不显著，也越无意义。 例如，对于某个特
定产品，不同国家/地区的销售额分布可能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有数千种产品，而该特定产品仅占总销售额的
一小部分，那么其销售额分布差异就毫无意义。

原始值非常高或最接近于零的那些类别的差异的权重高于其他类别。 例如，如果某个国家/地区的总体贡献
仅占销售额的 1%，但对某个特定类型的产品的贡献率为 6%，那么，相比贡献率从 50% 变为 55% 的国家/地
区，其差异在统计上更显著，因此被认为更有趣。

使用各种启发法来选择最有意义的结果，例如通过考虑数据之间的其他关系。

在检查完各个列以及这些列的值之后，选择提供最大差异的值集。 为了便于理解，随后按列输出这些列/值，其值提
供最大差异的列最先列出。 每列最多显示三个值，但如果具有较大影响的值少于三个，或者某些值的影响力远高于
其他值，则可能会显示更少的值。

不一定会在可用时间内检查模型中的所有列，因此不保证显示影响最大的列和值。 但是，可使用各种启发法来确保
首先检查最有可能的列。 例如，假设在检查完所有列之后，确定以下列/值对分布的影响最大（影响力从大到小）：

将按列顺序输出这些列/值，如下所示：

以下列表列出了见解目前不受支持的所有情形：

前 n 个筛选器
度量值筛选器

非数值度量值

使用“值显示为”
筛选后的度量值：筛选后的度量值是指应用了特定筛选器的视觉对象级计算（例如，法国总销售额），用于见解功

能创建的某些视觉对象

此外，目前不支持见解的以下模型类型和数据源：

DirectQuery
实时连接

本地 Reporting Services
嵌入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以及如何入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文章。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在 Power BI 中使用书签共享见解和创建情景
2018/8/20 • • Edit Online

启用启用书签预览书签预览功能（功能（2018 2018 年年  3  3 月之前的版本）月之前的版本）

使用 Power BI 中的“书签”，可以帮助捕获当前配置的报表页视图（包括视觉对象的筛选器和状态），然后只需选择保
存的书签即可恢复相应状态。

还可以创建一系列书签，按所需的顺序进行排列，随后在演示文稿中逐个展示所有书签，以突出显示一系列见解，

或要通过视觉对象和报表诠释的情景。

书签的用途有许多。 可以使用书签跟踪自己的报表创建进度（书签易于添加、删除和重命名），也可以通过创建书签
来生成类似于 PowerPoint 的演示文稿，依序逐一展示所有书签，通过报表诠释情景。 书签可能还有其他用途，具体
取决于用户认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利用书签。

自 Power BI Desktop 2018 年 3 月版起，推出通用版的标签功能。

我们始终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 但是如果你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低于此发布版本，可尝试使用自 Power BI
Desktop 2017 年 10 月版起推出的“书签”功能，而且 Power BI 服务中也具有启用了书签的报表。 要启用此预览功
能，请依次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和“预览功能”，再选择“书签”旁的复选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bookmarks.md


使用书签

选择启用预览版书签后，需重启 Power BI Desktop。

若要使用书签，请选择“视图”功能区，再选中“‘书签’窗格”对应的框。

创建书签时，以下元素将与书签一起保存：

当前页

筛选器

切片器

排序顺序



钻取位置

可见性（对象可见性，使用“选择”窗格）
任何可见对象的“焦点”或“聚焦”模式

书签暂不保存交叉突出显示状态。

配置报表页，确保它在书签中的显示效果符合自己的要求。 按照所需方式排列报表页和视觉对象后，选择“书签”窗
格中的“添加”，添加一个书签。

此时，Power BI Desktop 会创建书签，并为其提供一个通用名称。 可以选择书签名称旁边的省略号，再从出现的菜
单中选择相应操作，从而轻松地重命名、删除或更新书签。

添加书签后，只需单击“书签”窗格中的书签，即可显示它。



排列书签

以幻灯片形式放映书签

还可以选择是否每个书签都将应用“数据”属性（如筛选器和切片器）、“显示”属性（如聚焦及其可见性），以及页面更
改，显示添加书签时可见的页面。 使用书签在视觉对象类型之间切换时，这些功能非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
能希望关闭数据属性，因此当用户更改视觉对象类型时，筛选器不会重置。

要做出此类更改，请选择书签名称旁的省略号，如上图所示，然后勾选或取消选中“数据”、“显示”及其他控件旁边的
复选标记。

创建书签时，可能会发现，书签的创建顺序不一定就是向受众展示书签的顺序。 这也没问题，因为可以轻松地对书
签进行重新排序。

在“书签”窗格中，只需拖放书签，即可更改它们的顺序，如下图所示。 书签之间的黄色栏决定了书签的拖放目标位
置。

使用书签的“查看”功能时，书签顺序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如下一部分所述。

若要依序展示一系列书签，可以选择“书签”窗格中的“查看”，开始放映幻灯片。

在“查看”模式下，有几项功能值得注意：

1. 书签名称显示在画布底部的书签标题栏中。
2. 书签标题栏中的箭头可用于移到下一个或上一个书签。
3. 可以退出“查看”模式，具体方法为选择“书签”窗格中的“退出”，或选择书签标题栏中的“X”。



  可见性 - 使用“选择”窗格

在“查看”模式下，可以关闭“书签”窗格（单击此窗格上的“X”），为演示文稿提供更多空间。 同时，在“查看”模式下，所
有视觉对象都可以进行交互和交叉突出显示，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与它们交互时一样。

发布书签后，同时也会引入新的“选择”窗格。 “选择”窗格列出了当前页上的所有对象，方便用户选择对象，并指定给
定对象是否可见。

可以使用“选择”窗格选择对象。 此外，还可以单击视觉对象右侧的眼睛图标，切换设置对象当前是否可见。



  形状和图像的书签关联

添加书签时，每个对象的可见状态也随之保存，具体视“选择”窗格中的设置而定。

请务必注意，“切片器”会继续筛选报表页，无论它们是否可见。 因此，可以创建切片器设置不同的多个书签，让一个
报表页在各种书签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显示效果（并突出显示不同的见解）。

还可以将形状和图像与书签相关联。 借助此功能，在单击对象后，将会看到与这个对象相关联的书签。 这可能在使
用按钮时特别有用；有关详细信息，请阅读有关使用 Power BI 中的按钮一文。

若要将书签分配给对象，选择对象，然后展开“设置形状格式”窗格中的“操作”部分，如下图所示。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buttons


    书签组

将“操作”滑块移至“开”后，便可以选择对象是后退按钮、书签还是问答命令。 如果选择书签，可以选择要与对象相关
联的书签。

对于与书签相关联的对象，可以执行各种有意思的操作。 可以在报表页上创建可视内容表，也可以提供相同信息的
不同视图（如视觉对象类型），只需单击对象即可。

在编辑模式下，可以在按住 Ctrl 的同时单击，从而访问关联的书签；在非编辑模式下，只需单击对象，即可访问关联
的书签。

从 2018 年 8 月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可以创建并使用书签组。 书签组是指定书签的集合，可按照组的形式显
示和排列。

若要创建书签组，请按住 Ctrl 键并选择想要添加到组中的书签，单击任何选定书签旁边的省略号，然后从显示的菜
单中选择“组”。



Power BI Desktop 自动将该组命名为组 1。 幸运的是，只需双击名称，然后将其重命名为所需的任何名称即可。

对于任何书签组，单击书签组的名称仅展开或折叠书签组，其本身并不代表书签。

使用书签的“视图”功能时，以下内容适用：

如果所选书签位于组中，在书签中选择“查看”时，查看会话中仅显示该组中的书签。

如果所选书签不是组，或位于最高级别（如书签组的名称），将播放整个报表的所有书签，包括所有组中的书

签。

若要对书签取消分组，只需选择组中的任何书签，单击省略号，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取消分组”即可。



  使用“聚焦”

请注意，对组中的任何书签选择“取消分组”，可将所有书签移出该组（会删除组，但不会删除书签本身）。 若要从组
中删除一个书签，需要对该组中的任何成员取消分组（这将删除该分组），然后选择要加入新组的成员（使用 Ctrl 并
单击每个书签），并再次选择“分组”。

与书签一起发布的另一项功能是“聚焦”。 使用“聚焦”，可以吸引用户注意特定图表。例如，在“查看”模式下呈现书
签。

比较一下“聚焦”与“焦点”模式，看看它们有何不同。

1. 在“焦点”模式下，可以选择“焦点模式”图标，让一个视觉对象占满整个画布。
2. 使用“聚焦”模式，可以让页面上的其他所有视觉对象淡化到接近透明，从而按原始尺寸突出显示一个视觉对象。



如果在上一张图中单击视觉对象的“焦点”图标，页面如下所示：

相比之下，如果选择视觉对象的省略号菜单中的“聚焦”，页面如下所示：



Power BI 服务中的书签

限制和注意事项

如果在添加书签时选择了上述模式中的任何一种，书签中会一直保留此模式（“焦点”或“聚焦”）。

将包含至少一个书签的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查看这些书签，并与之交互。 在报表
中创建书签后，可以依次选择“视图”和“‘选择’窗格”，也可以依次选择“视图”和“‘书签’窗格”，从而显示每个窗格。

在 Power BI 服务中，“书签”窗格的使用方式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一样，包括可以选择“查看”功能，依序展示书
签，如同放映幻灯片一样。

请注意，必须使用灰色书签标题栏来浏览书签，而不是黑色箭头（黑色箭头用于切换报表页，而非书签）。

这一版“书签”功能有一些限制和注意事项。

大多数自定义视觉对象应该能够与书签很好地配合使用。 如果在使用书签和自定义视觉对象时遇到问题，请与
该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创建者联系，并要求他们向视觉对象添加书签支持。



后续步骤

如果在创建书签后在报表页上添加视觉对象，此视觉对象将以默认状态显示。 也就是说，如果在之前创建书签
的页面中引入切片器，此切片器将在默认状态下运行。

创建书签后，如果移动视觉对象，书签中也会予以反映。

若要详细了解与书签类似的功能或如何与书签交互，请参阅以下文章：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钻取
在“焦点”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或报表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报表主题
2018/8/20 • • Edit Online

启用启用报报表主表主题题

借助“报表主题”，可以将颜色主题应用于整个报表，如企业品牌颜色、流行色或可能要应用的其他任何颜色主
题。 应用报报表主表主题题时，报表中的所有视觉对象都会使用选定主题中的颜色（少数例外情况除外，本文后面将予以
介绍）。

应用报报表主表主题题需要使用具有基本结构的 JSON 文件，以便可以将其导入 Power BI Desktop 并应用于报表。
JSON 文件结构以及导入过程（只需单击几下按钮）上手起来都十分快速简单。

从 2017 年 9 月发行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可以使用 JSON 文件定义更多的报表主题元素，并使用 JSON
文件（可以在“格式设置”窗格中手动调整）自定义（和标准化）几乎所有元素。 2017 年 9 月发行版（和更高版本）的
目标是能够完全精细地控制报表外观。

从 2018 年 8 月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报表主题将普遍可用，无需启用。

如果使用早期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可以通过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择“自
定义报表主题”旁边的复选框，将其作为预览功能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后，需要重启 Power BI Deskto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eport-themes.md


报表主题的工作原理

始终建议升级到最新版 Power BI Desktop，可通过获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链接获取最新版。

若要将报表主题应用于 Power BI Desktop 报表，请选择“开始开始”功能区中的“切切换换主主题题”按钮，然后选择下拉列表
中的“导导入主入主题题”。

此时，你会看到一个窗口，可以从中转到 JSON 主题文件所在的位置。 Power BI Desktop 会查找 .JSON 文件
（这是 Power BI 报表主题文件类型）。 下图中提供了一些假日主题文件。 我们将选择 3 月的假日主题。



报表主题 JSON 文件的结构

成功加载主题文件后，Power BI Desktop 会提示你。

至此，我们已导入主题文件，让我们看看简单明了的 JSON 文件结构。

在编辑器中打开我们在上一部分中选择的基本 JSON 文件（即 St Patricks Day.json 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该 JSON 文件必须包含以下各行：

name - 这是主题名称，也是唯一的必填字段
dataColors - 要对 Power BI Desktop 视觉对象数据使用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列表。 此列表中的颜色数量视具
体需求而定

background、foreground 和 tableAccent - 这些值是各种视觉对象中应使用的颜色。 foreground 应用于文本
框文本、KPI 目标文本、多行卡片文本、卡片值文本、仪表标注文本、垂直切片器元素文本、表和矩阵总计以及
值文本。 background 应用于按钮填充、组合图标签背景。 这些颜色的使用方式取决于所应用的具体视觉对象
样式。 表和矩阵视觉对象默认应用这些样式。

若要对表表或矩矩阵阵视觉对象应用样式，请选择相应的视觉对象，选择“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的“格式格式”部分，然后展
开“矩矩阵样阵样式式”，从“样样式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样式。



{
    "name": "St Patricks Day",
    "dataColors": ["#568410", "#3A6108", "#70A322", "#915203", "#D79A12", "#bb7711", "#114400", "#aacc66"],
    "background":"#FFFFFF",
    "foreground": "#3A6108",
    "tableAccent": "#568410"
}

如何在报表中保留报表主题颜色

为了方便你通过简单的剪切粘贴操作来创建自己的 JSON 文件，下面提供了 St Patricks Day.json 文件的文本：

可以在其中为选定颜色输入你自己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

从 2017 年 9 月发行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JSON 文件将更加详尽。 在 JSON 文件中，只定义你想要产生
效果的格式设置，而未在 JSON 文件中指定的任何格式设置都将恢复为 Power BI 默认设置。

创建 JSON 文件具有多种优点。 例如，可以指定所有图表都使用字体大小 12，或指定某些视觉对象使用特定字
体系列，或禁用特定图表类型的数据标签。

如果能够使用细粒度 JSON 文件，则可以创建一个可标准化图表和报表的主题文件，便于使组织报表保持一致。

有关详细的 JSON 文件的格式信息，请参阅本文末尾的报报表主表主题题  JSON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部分。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务务时，报表主题颜色也会随之一同发布。

此外，“格式格式”面板的“数据数据颜颜色色”部分能够反映出报表主题。 例如，应用“圣帕特里克节”主题的大量绿色和棕色
后，选择视觉对象，然后依次转到“格式“>“数据颜色”，将看到以下内容。



无法在无法在报报表中保留表中保留报报表主表主题颜题颜色的情况色的情况

看到所有这些绿色了吗？ 这是因为我们导入和应用的报报表主表主题题包含这些颜色。

如果将自定义颜色集（或单独的颜色）应用于视觉对象中的特定数据点，那么应用报表主题则不会替代自定义的

数据点颜色。

此外，如果已使用调色板的“主题颜色”部分手动设置数据点的颜色，那么在应用新的报表主题后，手动设置的这
一种或多种颜色将不会更新。 若要恢复默认颜色（以便在应用新的报表主题时更新全部颜色），可以选择“主主题颜题颜
色色”调色板中的“恢复到默恢复到默认值认值”。



可以立即使用的报表主题文件

此外，许多自定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也不会应用报表主题。

想开始使用报报表主表主题题吗？ 很好！ 下面介绍了一些现成的报表主题 JSON 文件，可供你下载并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此外，还展示了本文中使用的报表在应用了这些报表主题后的图像。

宣布首次推出报报表主表主题题的博文中使用的主题 waveform.json。

比默认颜色主题更适合有视力缺陷用户的主题 ColorblindSafe-Longer.json。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3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3


在 zip 文件中打包的一系列 Power View 主题，其中包括如下所示的 Apothecary.json 主题。

最后是一个可爱的主题（“情人节”主题），一定会吸引你的注意。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5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3925


{
    "name": "Valentine's Day",
    "dataColors": ["#990011", "#cc1144", "#ee7799", "#eebbcc", "#cc4477", "#cc5555", "#882222", "#A30E33"],
    "background":"#FFFFFF",
    "foreground": "#ee7799",
    "tableAccent": "#990011"
}

报表主题 JSON 文件格式

下面提供了“情人节”主题 JSON 文件的代码，无需下载：

报报表主表主题题可以让 Power BI Desktop 报表通过缤纷色彩来展示你、你的组织或当前季节或假日。 如此简单易用，
快来使用吧！

也可以从下面的一些补充报表主题入手：

夜之向日葵

梅红

秋天

高对比度

基本 JSON 文件有五个必需的行：

name - 这是主题名称，也是唯一的必填字段
dataColors - 要对 Power BI Desktop 视觉对象数据使用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列表。 此列表中的颜色数量视具
体需求而定

background、foreground 和 tableAccent - 这些值是各种视觉对象中应使用的颜色。 foreground 应用于文本
框文本、KPI 目标文本、多行卡片文本、卡片值文本、仪表标注文本、垂直切片器元素文本、表和矩阵总计以及
值文本。 background 应用于按钮填充、组合图标签背景。 这些颜色的使用方式取决于所应用的具体视觉对象
样式。 表和矩阵视觉对象默认应用这些样式。

若要创建一个扩展格式的 JSON 文件，并对格式设置进行更详细的粒度控制，需要向 JSON 文件添加一个
visualStyles 部分，并在该部分中嵌套格式设置具体内容。 visualStyles 部分的格式如下所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Themes-Gallery/Sunflower-Twilight/m-p/140749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Themes-Gallery/Plum/m-p/140711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Themes-Gallery/Autumn/m-p/140746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t5/Themes-Gallery/Color-Blind-Friendly/m-p/140597


visualStyles: {
    visualName: {
        styleName: {
            cardName: [{
                propertyName: propertyValue
            }]
        }
    }
}

NOTENOTE

JSON JSON 文件元素定文件元素定义义

“datetime’2011-10-05T14:48:00.000Z’”

VISUALNAME

areaChart

barChart

basicShape

卡片图

clusteredBarChart

clusteredColumnChart

columnChart

comboChart

donutChart

filledMap

漏斗图

仪表盘

对于 visualName和 cardName 部分，可以列出特定视觉对象和 cardName，也可以使用星号（“*”）（如果你希望将
该设置应用到所有视觉对象或者包含特定视觉对象属性的所有卡）。 如果希望在报表中全局应用一个设置（例如
应在报告的所有视觉对象中使用的字体大小或特定字体系列），可以使用星号（“*”）。

只需指定你想要产生效果的格式设置元素。 未包含在 JSON 文件中的任何格式设置元素都将恢复为它们的默认值和设置。

此部分中的表定义视觉对象名称 (visualName)、卡名称 (cardName)，以及创建 JSON 文件所需的枚举。

使用 dateTime 时，日期必须是用单引号括住的 ISO 日期，以“datetime”开头，如下所示：

布尔值为 true 或 false。 字符串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如“这是一个字符串”。



hundredPercentStackedBarChart

hundredPercentStackedColumnChart

image

kpi

lineChart

lineClusteredColumnComboChart

lineStackedColumnComboChart

地图

multiRowCard

pieChart

pivotTable

ribbonChart

scatterChart

shapeMap

切片器

stackedAreaChart

tableEx

树状图

waterfallChart

VISUALNAME

CARDNAME

axis: Gauge axis

breakdown: Breakdown

bubbles: Bubbles

calloutValue: Callout Value

下表定义了 cardName 值。 每个单元格中的第一个值是 JSON 文件术语，第二个值是卡名，如用户界面 Power
BI Desktop 中所示。



card: Card

cardTitle: Card Title

categoryAxis: X-Axis

categoryLabels: Category labels

columnFormatting: Field formatting

columnHeaders: Column headers

dataLabels: Data labels

fill: Fill

fillPoint: Fill point

forecast: Forecast

general: General

goals: Goals

grid: Grid

header: Header

imageScaling: Scaling

indicator: Indicator

items: Items

labels: Data labels

legend: Legend

lineStyles: Shapes

mapControls: Map controls

mapStyles: Map styles

numericInputStyle: Numeric inputs

percentBarLabel: Conversion Rate Label

plotArea: Plot Area

CARDNAME



plotAreaShading: Symmetry shading

ratioLine: Ratio line

referenceLine: Constant Line

ribbonChart: Ribbons

rotation: Rotation

rowHeaders: Row headers

selection: Selection Controls

sentimentColors: Sentiment colors

shape: Shape

slider: Slider

status: Color coding

subTotals: Subtotals

target: Target

total: Grand total

trend: Trend Line

trendline: Trend axis

valueAxis: Y-Axis

values: Values

wordWrap: Word wrap

xAxisReferenceLine: X-Axis Constant Line

y1AxisReferenceLine: Constant Line

zoom: Zoom

CARDNAME

每个卡中的属性每个卡中的属性

"general":
    "responsive": {
      "type": [
        "bool"
      ],

下面的部分定义了每个卡中的属性。



      ],
      "displayName": [
        "(Preview) Responsive"
      ],
      "description": [
        "The visual will adapt to size changes"
      ]
    }
    "legend":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location for the legend"
      ]
    },
    "showTitl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itle"
      ],
      "description": [
        "Display a title for legend symbols"
      ]
    },
    "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
"categoryAxis":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isplayName": [
        "Show"
      ]
    },
    "axisSca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cale type"
      ]
    },
    "start": {
      "type": [
        "numeric",
        "dateTime"
      ],
      "displayName": [
        "Start"
      ],
      "description": [
        "Enter a starting value (optional)"
      ]
    },
    "end": {
      "type": [
        "numeric",
        "dateTime"
      ],
      "displayName": [
        "End"
      ],
      "description": [
        "Enter an ending value (optional)"
      ]
    },
    "axisTyp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Type"
      ]
    },
    "showAxisTitl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itle"
      ],
      "description": [
        "Title for the X-axis",
        "Title for the Y-axis"
      ]
    },
    "axis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tyle"
      ]
    },
    "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concatenateLabel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ncatenate labels"
      ],
      "description": [
        "Always concatenate levels of the hierarchy instead of drawing the hierarchy."
      ]
    },
    "preferredCategoryWidth":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Minimum category width"
      ]
    },
    "titl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Title color"
      ]
    },
    "title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title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itle text size"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lect left or right"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duration": {
      "type": [
        "numeric"
      ]
    }
  },
"valueAxis":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lect left or right"
      ]
    },
    "axisSca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cale type"



        "Scale type"
      ]
    },
    "start": {
      "type": [
        "numeric",
        "dateTime"
      ],
      "displayName": [
        "Start"
      ],
      "description": [
        "Enter a starting value (optional)"
      ]
    },
    "end": {
      "type": [
        "numeric",
        "dateTime"
      ],
      "displayName": [
        "End"
      ],
      "description": [
        "Enter an ending value (optional)"
      ]
    },
    "showAxisTitl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itle"
      ],
      "description": [
        "Title for the Y-axis",
        "Title for the X-axis"
      ]
    },
    "axis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tyle"
      ]
    },
    "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
    "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titl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Title color"
      ]
    },
    "title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title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itle text size"
      ]
    },
    "axisLabel": {
      "type": [
        "none"
      ],
      "displayName": [
        "Y-Axis (Column)"
      ]
    },
    "sec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secondary"
      ]
    },
    "alignZero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lign zeros"



        "Align zeros"
      ],
      "description": [
        "Align the zero tick marks for both value axes"
      ]
    },
    "secAxisLabel": {
      "type": [
        "none"
      ],
      "displayName": [
        "Y-Axis (Line)"
      ]
    },
    "sec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lect left or right"
      ]
    },
    "secAxisSca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cale type"
      ]
    },
    "secStar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Start"
      ],
      "description": [
        "Enter a starting value (optional)"
      ]
    },
    "secEnd":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End"
      ],
      "description": [
        "Enter an ending value (optional)"
      ]
    },
    "secShowAxisTitl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itle"
      ],
      "description": [
        "Title for the Y-axis"
      ]
    },
    "secAxis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
      "displayName": [
        "Style"
      ]
    },
    "sec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sec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sec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sec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sec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secTitl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Title color"
      ]
    },
    "secTitle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secTitle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itle text size"
      ]
    }
  },
"dataPoint": {
    "defaul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Default color",
        "Default Column Color"
      ]
    },
    "fill":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ill"
      ]
    },
    "defaultCategory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Default color",
        "Default Column Color"
      ]
    },
    "showAllDataPoint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all"
      ]
    }
  },
"labels":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showSerie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showAll":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ustomize serie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labelDensit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Label density"
      ]
    },
    "labelOrienta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rientation"
      ]
    },
    "labe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
    "percentage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percentages"
      ]
    },
    "label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abel style"
      ]
    }
  },
"lineStyles": {
    "strokeWidth":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Stroke width"
      ]
    },
    "strokeLineJoi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Join type"
      ]
    },
    "line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showMarker":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marker"
      ]
    },
    "markerShap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Marker shape"
      ]
    },
    "markerSiz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displayName": [
        "Marker size"
      ]
    },
    "marker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Marker color"
      ]
    },
    "showSerie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ustomize series",
        "Show"
      ]
    },
    "shadeArea":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ade area"
      ]
    }
  },
"plotArea":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color"
      ]
    }
  },
"trend":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displayName": {
      "type": [
        "text"
      ],
      "displayName": [
        "Name"
      ],
      "description": [
        "Set trend line name"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description": [
        "Set trend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trend line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Style"
      ],
      "description": [
        "Set trend line style"
      ]
    },
    "combineSerie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mbine Series"
      ],
      "description": [
        "Show one trend line per series or combine"
      ]
    }
  },
  "y1AxisReferenceLine":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valu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numeric value "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color"
      ]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reference line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Arrange relative to chart data points"
      ]
    },
    "dataLabel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ata label"
      ],
      "description": [
        "Display a data label for the reference line"
      ]
    },
    "data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color"
      ]
    },
    "dataLabelDecimalPoints":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Decimal Places"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Horizont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Set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Vertic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vertic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data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
"referenceLine":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displayName": {
      "type": [
        "text"
      ],
      "displayName": [
        "Name"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name"
      ]
    },
    "valu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numeric value "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reference line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Arrange relative to chart data points"
      ]
    },
    "dataLabel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ata label"
      ],
      "description": [
        "Display a data label for the reference line"
      ]
    },
    "data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color"
      ]
    },
    "dataLabelDecimalPoints":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Decimal Places"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Horizont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Vertic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vertic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data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
"line":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color"
      ]
    },
    "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Weight"
      ]
    },
    "roundEdg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Round edges"
      ]
    }
  },
"fill":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
    "fil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ill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color"
      ]
    }
  },
"rotation": {
    "angl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Rotation"
      ]
    }
  },
"categoryLabels":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wordWrap": {



"wordWrap":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
"dataLabels":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cardTitle":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card": {
    "outline":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out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Outline color"
      ],
      "description": [
        "Color of the outline"
      ]
    },
    "outline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Outline weight"
      ],
      "description": [
        "Thickness of the outline in pixels"
      ]
    },
    "bar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bar"
      ],
      "description": [
        "Display a bar to the left side of the card as an accent"
      ]
    },
    "bar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r color"
      ]
    },
    "bar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Bar thickness"
      ],
      "description": [
        "Thickness of the bar in pixels"
      ]
    },
    "cardPadding":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Padding"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



      ]
    },
    "cardBackground":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
    }
  },
"percentBarLabel":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axis": {
    "mi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Min"
      ]
    },
    "max":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Max"
      ]
    },
    "targe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arget"
      ]
    }
  },
"target":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calloutValue":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lect color for data labels"
      ]
    },
    "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label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
"forecast":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displayName": {
      "type": [
        "text"
      ],
      "displayName": [
        "Name"
      ],
      "description": [
        "Set forecast name"
      ]
    },
    "confidenceBand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Confidence band style"
      ],
      "description": [
        "Set forecast confidence band style"
      ]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forecast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transform": {
      "type": [
        "queryTransform"
      ]
    }
  },
"bubbles": {
    "bubble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Size"
      ]
    }
  },
"mapControls": {
    "autoZoom":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uto zoom"
      ]
    },
    "zoomLevel": {
      "type": [
        "numeric"
      ]
    },
    "centerLatitude": {
      "type": [
        "numeric"
      ]
    },
    "centerLongitude": {
      "type": [
        "numeric"
      ]



      ]
    }
  },
"mapStyles": {
    "mapThem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Theme"
      ]
    }
  },
"shape": {
    "map": {
      "type": [
        "geoJson"
      ]
    },
    "projectionEnum":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rojection"
      ],
      "description": [
        "Projection"
      ]
    }
  },
"zoom": {
    "autoZoom":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uto zoom"
      ],
      "description": [
        "Zoom in on shapes with available data"
      ]
    },
    "selectionZoom":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election zoom"
      ],
      "description": [
        "Zoom in on selected shapes"
      ]
    },
    "manualZoom":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Manual zoom"
      ],
      "description": [
        "Allow user to zoom and pan"
      ]
    }
  },
"xAxisReferenceLine": {
    "show": {
      "type": [
        "bool"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valu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numeric value "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reference line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Position"
      ],
      "description": [
        "Arrange relative to chart data points"
      ]
    },
    "dataLabel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ata label"
      ],
      "description": [
        "Display a data label for the reference line"
      ]
    },
    "dataLabelColor": {



    "dataLabe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color"
      ]
    },
    "dataLabelDecimalPoints":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Decimal Places"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Horizont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Vertical Posi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vertical position for the reference line data label"
      ]
    },
    "dataLabel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
"fillPoint":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
"colorByCategory":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
"plotAreaShading":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upperShading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Upper shading"
      ],
      "description": [
        "Shading color of the upper region"
      ]
    },
    "lowerShading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Lower shading"
      ],
      "description": [
        "Shading color of the lower region"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color"
      ]
    }
  },
"ratioLine":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description": [
        "Set reference line color"
      ]
    },
    "transparency":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ransparency"
      ],
      "description": [
        "Set transparency for line color"
      ]
    },
    "styl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Line style"
      ]
    }
  },
"grid": {
    "outline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Outline color"
      ],
      "description": [
        "Color of the outline"
      ]
    },
    "outline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Outline weight"
      ],
      "description": [
        "Thickness of the outline in pixels"
      ]
    },
    "gridVertical":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Vert grid"
      ],
      "description": [
        "Show/Hide the vertical gridlines"
      ]
    },
    "gridVertica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Vert grid color"
      ],
      "description": [
        "Color for the vertical gridlines"
      ]
    },
    "gridVertical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ert grid thickness"



        "Vert grid thickness"
      ],
      "description": [
        "Thickness of the vertical gridlines in pixels"
      ]
    },
    "gridHorizontal":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Horiz grid"
      ],
      "description": [
        "Show/Hide the horizontal gridlines"
      ]
    },
    "gridHorizonta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Horiz grid color"
      ],
      "description": [
        "Color for the horizontal gridlines"
      ]
    },
    "gridHorizontalW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Horiz grid thickness"
      ],
      "description": [
        "Thickness of the horizontal gridlines in pixels"
      ]
    },
    "rowPadding":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Row padding"
      ],
      "description": [
        "Padding in pixels applied to top and bottom of every row"
      ]
    },
    "imageHeight":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Image height"
      ],
      "description": [
        "The height of images in pixels"
      ]
    },
    "textSiz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



  },
"columnHeaders":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
    },
    "wordWrap":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Word wrap"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autoSizeColumnWidth":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uto-size column width"
      ]
    },
    "urlIcon":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URL icon"



        "URL icon"
      ],
      "description": [
        "Show an icon instead of the full URL"
      ]
    }
  },
"values":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scales"
      ]
    },
    "fontColorPrimary":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odd rows"
      ]
    },
    "backColorPrimary":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odd rows"
      ]
    },
    "fontColorSecondary":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Alternate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even rows"
      ]
    },
    "backColorSecondary":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Alternate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even rows"
      ]
    },
    "urlIcon": {
      "typ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URL icon"
      ],
      "description": [
        "Show an icon instead of the full URL"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wordWrap":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Word wrap"
      ]
    },
    "bandedRowHeader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Banded row style"
      ],
      "description": [
        "Apply banded row style to the last level of the row group headers, using the colors of the 
values."
      ]
    },
    "valuesOnR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on rows"
      ],
      "description": [
        "Show values in row groups rather than columns"
      ]
    }
  },
"total":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fontColor": {
      "type": [
        "fill"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
    },
    "applyToHeader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pply to labels"
      ]
    },
    "total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otals"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
"columnFormatting":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
    },
    "styleHeader":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lor header"
      ]
    },
    "styleValue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lor values"
      ]
    },
    "styleTotal":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lor total"
      ]
    },
    "styleSubtotal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Color subtotals"
      ]
    }
  },
"rowHeaders":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
    },
    "wordWrap":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Word wrap"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stepped":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tepped layout"
      ],
      "description": [
        "Render row headers with stepped layout"
      ]
    },
    "steppedLayoutIndentat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Stepped layout indentation"
      ],
      "description": [
        "Set the indentation, in pixels, applied to row headers"
      ]
    },
    "urlIcon":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URL icon"
      ],
      "description": [
        "Show an icon instead of the full URL"
      ]
    }
  },
"subTotals":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color"
      ],
      "description": [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cells"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fontSize":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rowSubtotal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otal row"
      ]
    },
    "columnSubtotal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Total column"
      ]
    },
    "applyToHeaders":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Apply to labels"
      ]
    }
  },
"selection": {
    "selectAllCheckboxEnabled":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isplayName": [
        "Select All"
      ]
    },
    "singleSelect":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ingle Select"
      ]
    }
  },
"header":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ground":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textSiz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items": {
    "fontColor": {
      "type": [
        "fill"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background":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
    },
    "outline":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Outline"
      ]
    },
    "textSiz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numericInputStyle": {
    "font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Font color"
      ],
      "description": [
        "Font color of the cells"
      ]
    },
    "textSize":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Text Size"
      ]
    },
    "fontFamily":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Font family"
      ]
    },



    },
    "background":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ckground"
      ]
    }
  },
"slider":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Color"
      ]
    }
  },
"dateRange": {
    "includeToday":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Include today"
      ]
    }
  },
"sentimentColors": {
    "increaseFill":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Increase"
      ]
    },
    "decreaseFill":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Decrease"
      ]
    },
    "totalFill":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Total"
      ]
    },
    "otherFill":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Other"



      ]
    }
  },
"breakdown": {
    "maxBreakdowns": {
      "type": [
        "integer"
      ],
      "displayName": [
        "Max breakdowns"
      ],
      "description": [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breakdowns to show (rest grouped into Other)"
      ]
    }
  },
"indicator": {
    "indicatorDisplayUnits": {
      "type": [
        "formatting"
      ],
      "displayName": [
        "Display unit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units (millions, billions, etc.)"
      ]
    },
    "indicatorPrecision": {
      "type": [
        "numeric"
      ],
      "displayName": [
        "Value decimal places"
      ],
      "description": [
        "Select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to display for the values"
      ]
    },
    "kpiFormat": {
      "type": [
        "text"
      ],
      "displayName": [
        "Format"
      ]
    }
  },
"trendline": {
    "show":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Show"
      ]
    }
  },
"goals": {
    "showGoal":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Goal"
      ]
    },
    "showDistance": {
      "type": [



        "bool"
      ],
      "displayName": [
        "Distance"
      ]
    }
  },
"status": {
    "direction": {
      "type": [
        "enumeration"
      ],
      "displayName": [
        "Direction"
      ]
    },
    "good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Good Color"
      ]
    },
    "neutral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Neutral Color"
      ]
    },
    "badColor": {
      "type": [
        "fill"
      ],
      "displayName": [
        "Bad Color"
      ]
    }
  }

JSON JSON 文件中的枚文件中的枚举举

{
    "legend": {
        "position": [
            {
                "value": "Top",
                "displayName": "Top"
            },
            {
                "value": "Bottom",
                "displayName": "Bottom"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value": "TopCenter",
                "displayName": "Top Center"

以下部分定义了可以在 JSON 文件中使用的枚举。



                "displayName": "Top Center"
            },
            {
                "value": "BottomCenter",
                "displayName": "Bottom Center"
            },
            {
                "value": "LeftCenter",
                "displayName": "Left Center"
            },
            {
                "value": "RightCenter",
                "displayName": "Right center"
            }
        ],
        "legendMarkerRendering": [
            {
                "value": "markerOnly",
                "displayName": "Markers only"
            },
            {
                "value": "lineAndMarker",
                "displayName": "Line and markers"
            },
            {
                "value": "lineOnly",
                "displayName": "Line only"
            }
        ]
    },
    "categoryAxis": {
        "axisScale": [
            {
                "value": "linear",
                "displayName": "Linear"
            },
            {
                "value": "log",
                "displayName": "Log"
            }
        ],
        "axisType": [
            {
                "value": "Scalar",
                "displayName": "Continuous"
            },
            {
                "value": "Categorical",
                "displayName": "Categorical"
            }
        ],
        "axisStyle": [
            {
                "value": "showTitleOnly",
                "displayName": "Show title only"
            },
            {
                "value": "showUnitOnly",
                "displayName": "Show unit only"
            },
            {
                "value": "showBoth",
                "displayName": "Show both"
            }
        ],
        "gridline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
    "valueAxis": {
        "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axisScale": [
            {
                "value": "linear",
                "displayName": "Linear"
            },
            {
                "value": "log",
                "displayName": "Log"
            }
        ],
        "axisStyle": [
            {
                "value": "showTitleOnly",
                "displayName": "Show title only"
            },
            {
                "value": "showUnitOnly",
                "displayName": "Show unit only"
            },
            {
                "value": "showBoth",
                "displayName": "Show both"
            }
        ],
        "gridline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sec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secAxisScale": [
            {
                "value": "linear",
                "displayName": "Linear"
            },
            {
                "value": "log",
                "displayName": "Log"
            }
        ],
        "secAxisStyle": [
            {
                "value": "showTitleOnly",
                "displayName": "Show title only"
            },
            {
                "value": "showUnitOnly",
                "displayName": "Show unit only"
            },
            {
                "value": "showBoth",
                "displayName": "Show both"
            }
        ]
    },
    "lineStyles": {
        "strokeLineJoin": [
            {
                "value": "miter",
                "displayName": "Miter"
            },
            {
                "value": "round",
                "displayName": "Round"
            },
            {
                "value": "bevel",
                "displayName": "Bevel"
            }
        ],
        "line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markerShape": [
            {
                "value": "circle",
                "displayName": "●"



                "displayName": "●"
            },
            {
                "value": "square",
                "displayName": "■"
            },
            {
                "value": "diamond",
                "displayName": "◆"
            },
            {
                "value": "triangle",
                "displayName": "▲"
            },
            {
                "value": "x",
                "displayName": "☓"
            },
            {
                "value": "shortDash",
                "displayName": " -"
            },
            {
                "value": "longDash",
                "displayName": "—"
            },
            {
                "value": "plus",
                "displayName": "+"
            }
        ]
    },
    "trend":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
"y1AxisReferenceLine":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position": [
        {
            "value": "back",
            "displayName": "Behind"
        },
        {
            "value": "front",



            "value": "front",
            "displayName": "In Front"
        }
    ],
    "dataLabelText": [
        {
            "value": "Value",
            "displayName": "Value"
        },
        {
            "value": "Name",
            "displayName": "Name"
        },
        {
            "value": "ValueAndName",
            "displayName": "Name and Value"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
            "value": "above",
            "displayName": "Above"
        },
        {
            "value": "under",
            "displayName": "Under"
        }
    ]
},
"referenceLine":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position": [
        {
            "value": "back",
            "displayName": "Behind"
        },
        {
            "value": "front",
            "displayName": "In Front"
        }
    ],
    "dataLabelText": [
  {
    "value": "Value",
    "displayName": "Value"
  },
  {



  {
    "value": "Name",
    "displayName": "Name"
  },
  {
    "value": "ValueAndName",
    "displayName": "Name and Value"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
    "value": "above",
    "displayName": "Above"
  },
  {
    "value": "under",
    "displayName": "Under"
  }
]
},
"labels": {
"labelOrientation": [
  {
    "value": "vertical",
    "displayName": "Vertical"
  },
  {
    "value": "horizontal",
    "displayName": "Horizontal"
  }
],
"labelPosition": [
  {
    "value": "Auto",
    "displayName": "Auto"
  },
  {
    "value": "InsideEnd",
    "displayName": "Inside End"
  },
  {
    "value": "OutsideEnd",
    "displayName": "Outside End"
  },
  {
    "value": "InsideCenter",
    "displayName": "Inside Center"
  },
  {
    "value": "InsideBase",
    "displayName": "Inside Base"
  }
],
"labelStyle": [
  {
    "value": "Category",
    "displayName": "Category"
  },
  {
    "value": "Data",



    "value": "Data",
    "displayName": "Data value"
  },
  {
    "value": "Percent of total",
    "displayName": "Percent of total"
  },
  {
    "value": "Both",
    "displayName": "Category, data value"
  },
  {
    "value": "Category, percent of total",
    "displayName": "Category, percent of total"
  },
  {
    "value": "Data value, percent of total",
    "displayName": "Data value, percent of total"
  },
  {
    "value": "Category, data value, percent of total",
    "displayName": "All detail labels"
  }
 ]
},
"card":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imageScaling": {
    "imageScalingType": [
      {
        "value": "Normal",
        "displayName": "Normal"
      },
      {
        "value": "Fit",
        "displayName": "Fit"



        "displayName": "Fit"
      },
      {
        "value": "Fill",
        "displayName": "Fill"
      }
    ]
},
"forecast": {
    "confidenceBandStyle": [
      {
        "value": "fill",
        "displayName": "Fill"
      },
      {
        "value": "line",
        "displayName": "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
    "mapStyles": {
    "mapTheme": [
      {
        "value": "aerial",
        "displayName": "Aerial"
      },
      {
        "value": "canvasDark",
        "displayName": "Dark"
      },
      {
        "value": "canvasLight",
        "displayName": "Light"
      },
      {
        "value": "grayscale",
        "displayName": "Grayscale"
      },
      {
        "value": "road",
        "displayName": "Road"
      }
    ]
},
"shape": {
    "projectionEnum": [
      {
        "value": "albersUsa",
        "displayName": "Albers USA"
      },
      {



        "value": "equirectangular",
        "displayName": "Equirectangular"
      },
      {
        "value": "mercator",
        "displayName": "Mercator"
      },
      {
        "value": "orthographic",
        "displayName": "Orthographic"
      }
    ]
    },
    "xAxisReferenceLine":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position": [
      {
        "value": "back",
        "displayName": "Behind"
      },
      {
        "value": "front",
        "displayName": "In Front"
      }
    ],
    "dataLabelText": [
      {
        "value": "Value",
        "displayName": "Value"
      },
      {
        "value": "Name",
        "displayName": "Name"
      },
      {
        "value": "ValueAndName",
        "displayName": "Name and Value"
      }
    ],
    "dataLabelHorizontalPosition": [
      {
        "value": "left",
        "displayName": "Left"
      },
      {
        "value": "right",
        "displayName": "Right"
      }
    ],
    "dataLabelVerticalPosition": [
      {
        "value": "above",
        "displayName": "Above"
      },
      {
        "value": "under",



        "value": "under",
        "displayName": "Under"
      }
    ]
    },
    "ratioLine": {
    "style": [
      {
        "value": "dashed",
        "displayName": "Dashed"
      },
      {
        "value": "solid",
        "displayName": "Solid"
      },
      {
        "value": "dotted",
        "displayName": "Dotted"
      }
    ]
    },
    "columnHeaders":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values":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total":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rowHeaders":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subTotals":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rowSubtotalsPosition": [
      {
        "value": "Top",
        "displayName": "Top"
      },
      {
        "value": "Bottom",
        "displayName": "Bottom"



        "displayName": "Bottom"
      }
    ]
    },
    "general": {
    "orientation": [
      {
        "value": "vertical",
        "displayName": "Vertical"
      },
      {
        "value": "horizontal",
        "displayName": "Horizontal"
      }
    ]
    },
    "data": {
    "relativeRange": [
      {
        "value": "Last",
        "displayName": "Last"
      },
      {
        "value": "Next",
        "displayName": "Next"
      },
      {
        "value": "This",
        "displayName": "This"
      }
    ],
    "relativePeriod":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Select"
      },
      {
        "value": "Days",
        "displayName": "Days"
      },
      {
        "value": "Weeks",
        "displayName": "Weeks"
      },
      {
        "value": "Calendar Weeks",
        "displayName": "Weeks (Calendar)"
      },
      {
        "value": "Months",
        "displayName": "Months"
      },
      {
        "value": "Calendar Months",
        "displayName": "Months (Calendar)"
      },
      {
        "value": "Years",
        "displayName": "Years"
      },
      {
        "value": "Calendar Years",
        "displayName": "Years (Calendar)"
      }
    ],
    "mode": [
      {
        "value": "Between",
        "displayName": "Between"
      },



      },
      {
        "value": "Before",
        "displayName": "Before"
      },
      {
        "value": "After",
        "displayName": "After"
      },
      {
        "value": "Basic",
        "displayName": "List"
      },
      {
        "value": "Dropdown",
        "displayName": "Dropdown"
      },
      {
        "value": "Relative",
        "displayName": "Relative"
      },
      {
        "value": "Single",
        "displayName": "Single Value"
      }
    ]
    },
    "header":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items": {
    "outline": [
      {
        "value": "None",
        "displayName": "None"
      },



      {
        "value": "BottomOnly",
        "displayName": "Bottom only"
      },
      {
        "value": "TopOnly",
        "displayName": "Top only"
      },
      {
        "value": "LeftOnly",
        "displayName": "Left only"
      },
      {
        "value": "RightOnly",
        "displayName": "Right only"
      },
      {
        "value": "TopBottom",
        "displayName": "Top + bottom"
      },
      {
        "value": "LeftRight",
        "displayName": "Left + right"
      },
      {
        "value": "Frame",
        "displayName": "Frame"
      }
    ]
    },
    "status": {
    "direction": [
      {
        "value": "Positive",
        "displayName": "High is good"
      },
      {
        "value": "Negative",
        "displayName": "Low is good"
      }
     ]
   }
}



使用快速度量轻松执行常见的高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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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度量快速度量现现已公开已公开发发布布

可使用快速度量快速、轻松地执行常见的高效计算。 快速度量根据你在对话框中输入的内容，在后台运行一组
DAX 命令（有现成的 DAX，无需编写），然后显示结果以供你在报表中使用。 最重要的是，可以查看快速度量执行
的 DAX，从而开始学习或拓展你自己的 DAX 知识。

可以右键单击“字段”井元素中的任意字段，然后从随即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快速度量值”，从而创建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

也可以右键单击现有视觉对象的“值”窗格（如“条形图”视觉对象中的“值”字段）中的任何值。 计算分为许多类别，
可通过多种方式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所有计算。

自 2018 年 2 月版的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快速度量已公开发布（不再处于预览状态）。 如果你使用的是早期
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可以通过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然后选择“快速度量”旁的复
选框，尝试使用自 2017 年 4月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发布的快速度量功能。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quick-measures.md


使用快速度量值

选中此复选框后，需要重启 Power BI Desktop。

若要创建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请在“Power BI Desktop”中右键单击“字段”井元素中的任意字段，然后从随即显示的菜单
中选择“快速度量值”。



使用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实时连接时，可以使用一些快速度量。 Power BI Desktop 仅显示连接
到的 SSAS 版本支持的一组快速度量。 因此，如果连接到 SSAS 实时数据源，但列表中没有显示特定的快速度
量，这是因为连接到的 SSAS 版本不支持用于实现快速度量的 DAX 度量。

从右键单击菜单中进行选择后，将会看到以下“快速度量”窗口，在其中可以选择所需的计算，以及要对其执行计
算的字段。



选择下拉菜单时，将会看到很长的“快速度量值”列表。



有五组不同的快速度量值计算类型，每组均包含一系列计算。 下面介绍了这五组及其中所含计算：

每个每个类别类别的聚合的聚合

筛选筛选器器

时间时间智能智能

每个类别的平均值

每个类别的差异

每个类别的最大值

每个类别的最小值

每个类别的加权平均

已筛选的值

与已筛选值的差异

与已筛选值的百分比差异

新类别的销售额

本年迄今总计

本季度至今总计

本月至今总计

年增率变化

季度增率变化

月增率变化



快速度量值的示例

总总数数

数学运算数学运算

文本文本

移动平均

汇总

类别总数（应用筛选器）

类别总数（未应用筛选器）

相加

减法

乘法

除法

百分比差异

相关系数

星级评分

值连接列表

我们预计会扩充这些计算，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想要使用的快速度量，以及在快速度量方面是否有要提交供审

议的建议（包括基础 DAX 公式）。 如需了解详情，请查看本文末尾。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的实际操作示例。

以下“矩阵”视觉对象显示一张表，其中包含各种电子产品的销售额。 这是包含每个类别的总计的基本表。

右键单击“Values”字段井元素并选择“快速度量”后，我们可以选择“每个类别的平均值”作为“计算”，选择“销售额总
和”作为“基值”，然后将右侧窗格上“字段”框中的相应字段拖到左侧的“类别”部分中，从而指定“SalesAmount”。



选择“确定”后，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如下图所示：

1. “矩阵”视觉对象现在有一个新列，其中展示了我们的计算（在此示例中，为“SalesAmount 内的平均销售额”）。
2. “字段”井元素中新建并突出显示了一个度量度量值值（Power BI 用黄色框将其框住）。 此度量值适用于报表中的其他
任何视觉对象，而不仅仅适用于最初创建它的视觉对象。

3. 编辑栏中显示了为此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创建的 DAX 公式。

首先，请注意，此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已应用于视觉对象。 出现了一个新列和相关值，均以所创建的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为依据。



使用快速度量值查看 DAX

其次，数据模型的“字段”井元素中显示此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可用于其他任何视觉对象，如同模型中的其他任何字段一

样。 在下图中，还使用此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新建的字段创建了快捷的“条形图”视觉对象。

让我们进入下一部分，介绍一下第三点 DAX 公式。

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功能的另一大好处是，直接显示为了实现度量值而创建的 DAX 公式。 在下图中，我们选择了快速度快速度

量量值值功能创建的度量值（它现在位于“字段”井元素中，我们只需单击它即可）。 执行此操作后，将会看到编辑栏编辑栏，

其中显示 Power BI 为了实现此度量值而创建的 DAX 公式。



限制和注意事项

此功能本身很有用，因为它揭示了度量值背后的公式。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可以通过快速度量了解应如
何创建基础 DAX 公式。

假设需要执行年增率计算，但不是相当确定该如何编写 DAX 公式（或者，一点头绪都没有！）。 无需坐在桌前冥
思苦想，可以使用“年增率变化”计算创建快速度量，看看会发生什么。 就像是创建快速度量，看看它在视觉对象
中的呈现方式，以及 DAX 公式的运行方式，然后直接更改 DAX，或创建其他度量值，直到计算能够满足需求或达
到预期为止。

这就好像只需单击几下，即有老师迅速回答你的“假设”问题一样。 可以随时从模型中删除不想要的度量值。操作
非常简单，右键单击相应的度量值并选择“删除”即可。

调整完度量值后，可以使用同一右键单击菜单，随意重命名度量值。

有几点要牢记的限制和注意事项。

只有在可修改模型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快速度量，使用某些实时连接（如前所述，支持 SSAS 表格实时连接）的
情况除外。



WARNINGWARNING

时间时间智能和快速度量智能和快速度量

其他信息和示例其他信息和示例

添加到“字段”井元素中的度量值可以与报表中的任意视觉对象结合使用。
选择“字段”井元素中创建的度量值，然后查看编辑栏编辑栏中的公式，可以随时查看与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相关联的 DAX。
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工作时，无法创建时间智能快速度量。 这些快速度量中使用的 DAX 函数在转换为发送
到数据源的 T-SQL 语句时会影响性能。

快速度量当前仅生成将逗号用作参数分隔符的 DAX 语句。 如果 Power BI Desktop 版本已本地化为将逗号用作十进制分隔
符的语言，快速度量将无法正常运行。

自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起，可以将自己的自定义日期表与时间智能快速度量结合使用。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表格模型，请确保在生成模型时，此表中的主日期列被标记为“日期”表，如本文所述。 如果要
导入自己的日期表，请确保将其标记为“日期”表，如本文所述

我们预计将会提供每个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计算的相关示例和指南。因此，请隔几天再回来看看主题文章是否有更新。

对尚未提供的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有建议吗？ 很棒！ 请转到此页，提交你的建议（包括 DAX 公式），谈谈你想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的快速度量快速度量值值。我们将会考虑是否在今后推出的版本中向提供的“快速度量值”列表添
加你建议的快速度量值。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tabular-models/specify-mark-as-date-table-for-use-with-time-intelligence-ssas-tabula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sktop-date-tables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2906


创建和使用 What if 参数可视化 Power BI Desktop 中
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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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What if 参数

从 Power BI Desktop 2017 年 8 月版开始，用户可以为报表创建 What if 变量、以切片器的形式与变量交互，从而可
视化并量化报表中的不同键值。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建模”选项卡上找到“What if”参数。 选择参数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可在其中配置
该参数。

要创建 What if 参数，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建模”选项卡上选择“What if”按钮。 在下图中，我们已创建名
为“折扣率”的参数，并将其数据类型设置为十进制数字。 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 0.50 (50%)。 我们还将增量设置为
0.05 或 5%。 这就是在报表中交互时将会调整的参数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what-if.md


NOTENOTE
对于十进制数字，请务必在前面加上零，例如，0.50 而不是 .50。 否则，该数字不会得到验证，且“确定”按钮将不可选。

为方便起见，“将切片器添加到此页”复选框会将切片器和 What if 参数自动放置在当前报表页上。

除创建参数外，创建 What if 参数还会创建一个度量值，可以用它来可视化 What if 参数的当前值。



使用 What if 参数

注意，创建 What if 参数后，该参数和度量值都会成为模型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且很有用的一点。 因此，它们可在
整个报表上使用，并可用于其他报表页。 而且，由于它们是模型的一部分，用户可以从报表页中删除切片器，或者如
果想恢复它，只需在“字段”列表中抓取 What if 参数并将其拖动到画布（然后将视觉对象更改为切片器），就能轻松地
使该参数重新回到报表中。

让我们使用 What if 参数创建一个简单示例。 在上一节中，我们创建了 What if 参数，现在，我们将通过创建其值会
根据切片器调整的新度量值来利用该参数。 要实现此目的，我们会创建新的度量值。

新的度量值只是应用了折扣率的总销售额。 当然，可以创建复杂且有趣的度量值，让报表的使用者可视化 What if
参数的变量。 例如，可以创建一个报表，让销售人员看到在达到特定销售目标或销售百分比时他们的薪酬，或看到



销售额增加对更优厚折扣力度的影响。

当我们在公式栏中键入度量值公式，并将其命名为“折后销售额”后，我们会看到其结果：

然后，我们在轴上创建一个具有 OrderDate 的列视觉对象，并将 SalesAmount 和刚创建的度量值“折后销售额”作为
值。

然后，当移动滑块时，我们会看到“折后销售额”列反映已折扣的销售额。



以上是其中包含的全部内容。 可以在各种情况中使用 What if 参数，以允许报表的使用者与在报表中创建的不同方
案进行交互。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钻取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钻取

通过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钻取，可以在报表中创建一个侧重于特定实体（如供应商、客户或制造商）的页。
有了这个针对性报表页，用户就可以在其他报表页上右键单击数据点，钻取到具有针对性的页，来获取针对此上下

文进行筛选后的详细信息。

1. 若要使用钻取，请创建一个具有视觉对象的报表页，这些视觉对象应该服务于你计划为其提供钻取的实体类
型。

例如，如果要为制造商提供钻取，所创建钻取页中的视觉对象就应该体现总销售额、总出货量、按类别筛选

的销售额、按地区筛选的销售额等等。 这样一来，当你钻取到该页时，视觉对象将特定于你所选的制造商。

2. 然后，在该钻取页上“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字段”部分，将你要钻取数据的字段拖动到“钻取筛选器”框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rillthrough.md


使用你自己的图像作为“后退”按钮

将字段添加到“钻取筛选器”框中后，Power BI Desktop 会自动创建“返回”按钮视觉对象。 该视觉对象在已发
布的报表中变成一个按钮，使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报表的用户可轻松返回到原始报表页（他们选择进行
钻取的页）。

由于“后退”按钮是一个图像，可以使用你想要的任何图像来替换此视觉对象的图像，而且它仍然可以作为“后退”按
钮正常运行，以便报表使用者可以返回到原始页面。

1. 在“开始”选项卡上，单击“图像”，然后找到图像并将其放置在钻取页上。

2. 在“钻取”页的“格式图像”部分下方选择新的图像，将“链接”滑块设置为“开”，并将“类型”设置为“后退”。 你的
图像现充当“后退”按钮。



  传递钻取中的所有筛选器

当“钻取”页完成，且用户在你的报表中（报表使用你在“钻取筛选器”框中输入的字段）右键单击数据点，上下
文菜单会随即出现，以支持钻取到该页。

当报表使用者选择钻取时，会对该页进行筛选，显示他们右键单击的数据点的相关信息。 例如，如果他们右
键单击有关 Contoso（制造商）的数据点，并选择钻取，那么他们所转到的钻取页将被筛选到 Contoso。

自 2018 年 5 月版的 Power BI Desktop 起，可将已应用的所有筛选器传递到“钻取”窗口。 例如，可能只选择了某个
类别的产品，筛选到该类别的视觉对象，然后选择“钻取”。 可能想要了解在应用了所有这些筛选器时该钻取操作的
呈现情况。

要保留已应用的所有筛选器，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钻取”部分中，仅需将“传递所有筛选器”开关设置为“开”即可。



在 2018 年 5 月之前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中，该行为等同于将此开关设置为“关”。

钻取视觉对象时，可看到由于源视觉对象应用了临时筛选器而导致被应用的筛选器。 在“钻取”窗口中，以斜体显示
这些临时筛选器。



将度量值添加到钻取

后续步骤

请注意，可使用工具提示页执行此操作，但这将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工具提示似乎无法正常工作），因此不建议使用

工具提示执行此操作。

除了将所有筛选器传递到钻取窗口之外，还可向钻取区域添加度量值（或汇总数字列）。 只需将钻取字段拖动到“钻
取”卡即可应用。

添加度量值（或汇总数字列）时，如果视觉对象的“值”区域使用了该字段，则可钻取到页面。

在报表中使用钻取就是这么简单。 通过这个有用的方法，用户可以获取选择用于钻取筛选器的实体信息的扩展视
图。

你可能还会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切片器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slicers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相对日期切片器和筛选
器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相对日期范围切片器

借助相对日期切片器或筛选器，可以向数据模型中的任意日期列应用时间筛选器。 例如，可以使用相对日期切片
器，仅显示过去 30 天（或月、日历月等）的销售数据。 刷新数据时，相对时间段会自动应用相应的相对日期约束。

相对日期切片器的使用方法与其他任何切片器的使用方法一样。 只需为报表创建切片器视觉对象，再选择日期值作
为“字段”值即可。 在下图中，选择的是“订购日期”字段。

选择“相对日期切片器”右上角的脱字号。此时，系统会显示菜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licer-filter-date-range.md


若要使用相对日期切片器，请选择“相对”。

然后，可以选择设置。 对于“相对日期切片器”中的第一个下拉列表，可以选择下列选项：

去

下一步

此

这些选项如下图所示。

通过“相对日期切片器”中的“下一个(中间)”设置，可以键入一个数字来定义相对日期范围。

可以通过第三个设置选择日期度量值。 可以选择下列选项：

日

周

周（日历）

月

月（日历）

年

年（日历）

这些选项如下图所示。



使用相对日期范围筛选器

如果从该列表中选择“月”，并在中间设置中输入 2，将发生以下情况：如果今天是 7 月 20 日，那么切片器约束的视觉
对象会显示前两个月的数据，即从 5 月 20 日一直到 7 月 20 日（今天的日期）。

相比之下，如果选择“月（日历）”，约束的视觉对象则会显示从 5 月 1 日一直到 6 月 30 日（过去两个整日历月）的数
据。

还可以为报表页或整个报表创建相对日期范围筛选器。 为此，只需将日期字段拖到“字段”窗格中的“页面级筛选
器”或“报表级筛选器”区域即可，如下图所示。



就位后，可以修改相对日期范围，具体操作与自定义“相对日期切片器”类似。 在“筛选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对
日期筛选”。

选择“相对日期筛选”后，便可以修改三个部分，包括中间的数字框，就像切片器一样。



限制和注意事项

在报表中使用相对日期约束就是这么简单。

目前，使用相对日期范围切片器和筛选器时，需要遵循以下限制和注意事项。

Power BI 中的数据模型不包括时区信息。 模型可以存储时间，但并不指明所在时区。
切片器和筛选器始终以 UTC 时间为依据。因此，如果在报表中配置筛选器，并将其发送给位于不同时区的同事，
看到的数据仍相同。 不过，如果你不在 UTC 时区，数据可能会发生与预期不同的时间偏移。
可以使用“查询编辑器”，将在本地时区捕获的数据转换为 UTC。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分组和装箱
2018/7/26 • • Edit Online

使用分使用分组组

在创建视觉对象后，Power BI Desktop 会根据基础数据中的值，将数据分入各区块（或组）。 这通常不会出现问题，
但你有时可能会想要优化这些区块的显示方式。 例如，你可能想要在一个更宽泛的类别（ 组 ）中设置三个产品类
别。 或者，你可能希望将销售额数据按 1,000,000 美元大小进行装箱，而不是等分 923,983 美元。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对数据点进行分组，以便更清楚地查看、分析和浏览视觉对象中的数据和趋势。 还
可以定义装箱大小（通常称为“装箱”），将值归入大小相同的组，更有助于你执行合理的数据可视化。

若要使用分组，请在按住 Ctrl 的同时单击选择多个元素，从而选择视觉对象上的两个或多个元素。 然后，右键单击
所选多个元素中的一个，并从随即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分组”。

创建的组会被添加到视觉对象的“图例”存储桶中，并且还会显示在“字段”列表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grouping-and-binning.md


创建组后，可以右键单击“图例”存储桶或“字段”列表中的字段，然后选择“编辑组”，从而轻松编辑该组的成员。

在随即显示的组组窗口中，可以新建组，也可以修改现有组。 还可以重命名任意组，只需双击“组和成员”框中的“组”标
题，然后键入一个新名称即可。

可以使用组进行各种操作。 可以将“未分组值”列表中的项添加到一个新组或现有组中。 若要新建组，请从“未分组
值”框中选择两个或多个项（按住 Ctrl 的同时单击），然后单击该框下方的“组”按钮。

可以将未分组值添加到现有组，只需选择未分组值，选择要在其中添加此值的现有组，然后单击“组组”按钮。 若要删
除组中的项，请在“组组和成和成员员”框中选择相应项，然后单击“取消分取消分组组”。 你还可以选择是应将未分组的类别归入其其



NOTENOTE

使用装箱使用装箱

他他组，还是应保留未分组状态。

也可以为“字段”中的任意字段创建组，而无需选择现有视觉对象中的多个元素。 只需右键单击相应字段，然后从随即显示的菜
单中选择“新建组”即可。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设置数字和时间字段的装箱大小。 借助装箱，可以合理精简 Power BI Desktop 显示
的数据。

若要应用装箱大小，请右键单击“字段”，然后选择“新建组”。



在“组组”窗口中，设置所需的“装箱大小装箱大小”。



选择“ 确定确定  ”后，你会发现“ 字段字段  ”窗格中显示一个新字段，且后跟“ （装箱） ”一词。 然后，可以将该字段拖到画布上，
以在视觉对象中使用此装箱大小。

若要了解装箱装箱的运作方式，请观看此视频。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使用分分组组和装箱装箱可以确保报表中的视觉对象按你所需的方式显示数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vdZSfO0DY


在 Power BI 中使用功能区图表
2018/7/31 • • Edit Online

创建功能区图表

设置功能区图表格式

可以在 Power BI 中使用“功能区图表”来直观显示数据，并快速确定哪个数据类别具有最高排名（最大值）。 功能区
图表能够高效地显示排名变化，并且会在每个时间段内始终将最高排名（值）显示在最顶部。 2017 年 9 月发行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提供功能区图表，后续 Power BI 服务更新版本中也会提供此图表。

若要创建功能区图表，请在“可视化效果”面板中选择“功能区图表”。

功能区图表使用功能区在可视化时间连续区间内连接一个数据类别，从而使你可以看到某个给定的类别在图表的 x
轴（通常是时间线）范围内是如何排名的。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ibbon-charts.md


后续步骤

在创建功能区图表时，可以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格式”部分使用格式设置选项。 功能区图表的格式设置选项类似
于堆叠柱状图中的相应选项，只不过它还具有特定于功能区的其他格式设置选项。

可以使用功能区图表的这些格式设置选项调整以下各项：

“间距”可调整功能区之间的间隔大小。 数值为列的最大高度的百分比。
“匹配系列颜色”可以将功能区的颜色与系列颜色进行匹配。 关闭时，功能区为灰色。
“透明度”指定功能区的透明度，默认设置为 30。
“边框”可以在功能区的顶部和底部使用深色边框。 默认情况下，边框为关闭状态。

有关 Power BI Desktop 以及如何入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文章。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调整和合并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矩阵”视觉对象
2018/7/3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了解 Power BI 计算总计的方式

借助“矩阵”视觉对象功能，可以在“Power BI Desktop”报表中创建矩阵视觉对象（有时亦称为“表”），并能使用其他视
觉对象交叉突出显示矩阵内的元素。 此外，还可以选择行、列和各个单元格进行交叉突出显示。 最后，为了更好地
利用布局空间，矩阵视觉对象支持阶梯布局。

矩阵有许多相关功能，我们将在本文的下面各部分中逐一介绍它们。

自 2017 年 7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起，矩阵和表视觉对象可以反映已应用的“报表主题”中的样式（包括颜色）。 这些颜
色可能与对矩阵视觉对象的预期不符，可以在“报表主题”配置中进行更改。 有关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报表主题。

在进入如何使用“矩阵”视觉对象的步骤之前，请务必了解 Power BI 在表格和矩阵中如何计算总计和小计的值。 对
于总计和小计行，在基础数据的全部行上求取度量值，这不仅仅是在可见的或显示的行中简单地相加值。 这意味着
最终总计行的值与预计的值存在差异。

请查看以下矩阵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matrix-visual.md


结合使用向下钻取功能和矩阵视觉对象

向下向下钻钻取行取行标题标题

在本示例中，最右边的矩阵视觉对象中的各行显示了每个销售人员/日期组合的金额。 但是，由于显示的一个销售
人员对应多个日期，这些数字可以出现不止一次。 因此，基础数据的准确总计并不等于可见值的简单相加。 当要求
和的值位于一对多关系的“一”这一侧时，这是一种常见模式。

查看总计和小计时，请注意这些值是基于基础数据的，并不仅仅基于可见值。

借助“矩阵”视觉对象，可以执行之前无法实现的各种有意思的向下钻取活动。 这包括向下钻取行、列、单独分区和
单元格。 让我们来看看每种向下钻取活动的工作原理。

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如果你向“字段字段”的“行行”部分添加多个字段，可以为矩阵视觉对象的行启用向下钻取功能。
这类似于创建层次结构，以便于你可以向下钻取（然后备份）层次结构，并分析每个级别的数据。

在下图中，“ 行行  ”部分包含“ 类别 ”和“ 子类别 ”，形成了我们可以向下钻取的行分组（或层次结构）。

如果视觉对象在“ 行行  ”部分中形成了分组，那么视觉对象本身会在其左上角显示“ 钻取 ”和“ 扩展 ”图标。



选择这些按钮可以向下钻取（或备份）层次结构，类似于其他视觉对象中的钻取和扩展行为。 在此示例中，我们可以
从“类别”向下钻取到“子类别”，如下图所示，其中我们选择了向下钻取一个级别图标（草耙图标）。

除了使用这些图标，还可以右键单击任意行标题，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进行选择来向下钻取。



请注意，显示的菜单中有多个选项，分别用于执行不同的操作：

选择“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  ”扩展的是 该 行级别的矩阵，其他所有行标题 除外 ，只会扩展右键单击的行标题。 在下图中，我们
右键单击“ 计算机 ”，然后选择了“向下向下钻钻取取”。 请注意，其他顶层行不会再出现在矩阵中。 这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功
能，当我们介绍“交叉突出交叉突出显显示示”部分时，你会发现这项功能特别棒。

可以单击“向上钻取”图标，返回到上一顶层视图。 如果选择右键单击菜单中的“显示下一级别”，系统会按字母顺序
列出所有下一级项（在此示例中，为“子类别”字段），不含更高级别的层次结构分类。



向下向下钻钻取列取列标题标题

单击左上角的“向上钻取”图标让矩阵显示所有顶层类别，然后再次右键单击并选择“扩展至下一级别”，将看到以下
内容：

还可以使用“包括包括”和“排除排除”菜单项，在矩阵中保留（或删除）右键单击的行（和所有子类别）。

还可以向下钻取列列，类似于向下钻取行。 在下图中，你会发现，“列列”字段中也有两个字段，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在本文
前面使用的行层次结构。 “ 列列  ”字段中包含“ 类别 ”和“ 颜色 ”。

在矩阵视觉对象中，当我们右键单击某列时，可以看到向下钻取选项。 在下图中，我们右键单击“ 奢华版 ”，然后选
择“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  ”。



NOTENOTE

使用矩阵视觉对象实现阶梯布局

选择“向下钻取”后，系统会显示“奢华版”列层次结构的下一级项（在此示例中，为“颜色”）。

其余的右键单击菜单项对列和行的工作方式均相同（请参阅上一部分“向下钻取行标题”）。 可以对列选择“显示下一
级别”、“扩展至下一级别”、“包括”或“排除”，就像对行选择这些选项一样。

矩阵视觉对象左上角的“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仅对行有效。 必须使用右键单击菜单，才能向下钻取列。

“矩阵”视觉对象自动缩进层次结构中每个父级下的子类别，这就是所谓的“阶梯布局”。

在 旧 版矩阵视觉对象中，子类别显示在完全不同的列中，占用视觉对象更多空间。 下图展示了旧版“矩阵”视觉对象
中的表；请注意，子类别位于完全不同的列中。



矩阵视觉对象小计

下图展示了采用“阶梯布局”的“矩阵”视觉对象的实际效果。 请注意，类别“ 计算机 ”将其子类别（“计算机附件”、“台
式机”、“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等）略微缩进，让视觉对象变得更简洁紧凑。

可以轻松调整“阶梯布局”设置。 选择“矩阵”视觉对象后，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格式”部分（滚动油漆刷图标）中，展
开“行标题”部分。 下面有两个选项：“阶梯布局”开关（用于启用或禁用阶梯布局）和“阶梯布局缩进”（用于指定缩进
量，以像素为单位）。

如果禁用“阶阶梯布局梯布局”，子类别会显示在另一列中，而不是在父类别下缩进。

可以在矩阵视觉对象中，打开或关闭行和列的小计。 在下图中，可以看到行小计已设置为“打开”。



使用矩阵视觉对象进行交叉突出显示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格式”部分中，展开“小计”卡，并将“行小计”滑块移动至“关闭”。 执行此操作后，将不显示小
计。

相同的操作过程适用于列小计。

借助“矩阵”视觉对象，可以选择矩阵中的任意元素，作为交叉突出显示的依据。 在“矩阵”中选择一列即可突出显示
它，报表页上的其他任何视觉对象也会予以反映。 这一直是其他视觉对象和数据点选择的常见功能，因此现在“矩
阵”视觉对象也可以提供此相同功能。

此外，还可以在按住 Ctrl 的同时单击鼠标进行交叉突出显示。 例如，在下图中，我们选择了“矩阵”视觉对象中的一
组子类别。 请注意，视觉对象中未选择的项为灰显，报表页上的其他视觉对象也会反映“矩阵”视觉对象中选择的
项。



矩阵视觉对象的底纹和字体颜色

借助“矩阵”视觉对象，可以将条件格式（颜色和底纹）应用于矩阵中的单元格背景，还能将条件格式应用于文本和值
本身。

要应用条件格式，可以在选中矩阵视觉对象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字段”窗格中，右键单击“字段”，然后在菜单中选择“条件格式”。

或者，在“格式”窗格中，展开“条件格式”卡，然后，将“背景色阶”或“字体色阶”的滑块移动至“打开”。 启用上述
任一选项会显示“高级控件”的链接，转到该链接可以对颜色格式的颜色和值进行自定义。



后续步骤

两种方法都能达到相同的结果。 选择“高级控件”会显示以下对话框，可在其中进行调整：

你可能还会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使用网格线和对齐网格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类型



使用 R 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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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R

启用 R 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R 视觉对象

借助 Power BI Desktop，可以使用 R 将数据可视化。

Power BI Desktop 既不包括，也不会部署或安装 R 引擎。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必须在本地
计算机上单独安装 R。 可以从很多位置免费下载并安装 R，其中包括 Revolution Open 下载页，以及 CRAN 存储
库。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最新版 R 脚本支持在安装路径中使用 Unicode 字符以及空格（空字符）。

若要启用 R 视觉对象，请选择文件文件  > 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  > 选项选项，并在出现的选项选项页中确保本地 R 安装在选项选项窗口的 R
脚本脚本部分中指定，如下图所示。 下图中，R 的本地安装路径是 C:\Program Files\R\R-3.2.0，并在文本框中显式提
供该路径。 请确保显示的路径正确地反映了想要 Power BI Desktop 使用的本地 R 安装。

一旦指定 R 安装，就可以开始创建 R 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visuals.md
https://mran.revolutionanalytics.com/download/
https://cran.r-project.org/bin/windows/base/


NOTENOTE

1. 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选择 R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图标以添加 R 视觉对象，如下图中所示。

向报表添加 R 视觉对象后，Power BI Desktop 执行以下任务：

占位符 R 视觉对象图像位于报表画布上。

R 脚本编辑器位于中央窗格底部边缘处。

2. 接下来，在“字段字段”的“值值”部分中添加要在 R 脚本中使用的字段，就像处理其他任何 Power BI Desktop 视觉
对象一样。

只有已添加到“字段”的字段才可供 R 脚本使用。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R 脚本编辑器中处理 R 脚本的同
时，添加新字段，或从“字段”中删除不必要的字段。 Power BI Desktop 会自动检测已添加或删除的字段。

R 视觉对象的默认聚合类型是“不汇总”。

3. 现在你可以使用你选择用来创建绘图的数据。

选择了字段，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将基于编辑器窗格顶部旁边灰色部分中的选择生成支持 R 脚本绑定代码。 随着
你选择或删除其他字段，R 脚本编辑器中的支持代码将相应地被自动生成或删除。

下图所示示例中，选择了三个字段：hp、gear 和 drat。 由于这些选择，R 脚本编辑器将生成以下绑定代码：

创建了名为数据集数据集的数据帧

默认聚合是不求和

该数据帧由用户选择的不同字段组成



TIPTIP

类似于表格视觉对象，字段将进行分组，并且重复行只出现一次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不希望进行自动分组，或者可能希望所有行都出现，包括重复项。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向将导
致所有行被视为唯一且阻止分组的数据集添加索引字段。

生成的数据帧被称为“数据集”，并且可以通过相应所选列名称访问所选列。 例如，gear 字段可通过在 R 脚
本中编写 dataset$gear 进行访问。 对于具有空格或特殊字符的字段，请使用单引号。

4. 借助所选字段自动生成的数据帧，就可以编写将导致绘制到 R 默认设备的 R 脚本。 该脚本完成时，从 R 脚脚
本本编辑编辑器器标题栏选择运行运行（运行运行位于标题栏右侧）。

选择“运行”后，Power BI Desktop 会识别绘图，并在画布上予以呈现。 由于该过程是在本地 R 安装上执行，
请确保安装了所需的包。

当以下任一事件发生时，Power BI Desktop 会重新绘制视觉对象：

当从“R 脚本编辑器”标题栏选择“运行”

每当数据更改发生时（由于数据刷新、筛选或突出显示所导致）

下图显示相关绘图代码的示例，并绘制不同类型汽车特征间的关联。

5. 若要获取可视化效果的较大视图，你可以尽量减小 R 脚本脚本编辑编辑器器。 当然，如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其他
视觉对象，你可以只选择环形视觉对象（在上面的示例图像中，为右侧的圆形视觉对象）中的跑车，交叉筛选

相关绘图。



6. 还可修改 R 脚本，自定义视觉对象，并通过向绘图命令添加参数来利用 R 的强大功能。

原始的绘图命令如下所示：

corrplot(M, method = "color", tl.cex=0.6, tl.srt = 45, tl.col = "black")

R 脚本中进行了一些更改，该命令现如下所示：

corrplot(M, method = "circle", tl.cex=0.6, tl.srt = 45, tl.col = "black", type= "upper", order="hclust")

结果是，R 视觉对象现在绘制圆形，只考虑了上半部分，对矩形图重新排序以集中相关特征，如下图中所
示。

如果执行 R 脚本时导致错误，则不会绘制 R 视觉对象，并且画布上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有关错误详细信
息，请从画布上 R 视觉对象选择查查看看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已知限制

后续步骤

R 脚本安全性：脚本安全性：  R 视觉对象从 R 脚本创建，这可能包含具有安全风险或隐私风险的代码。 当尝试查看
R 视觉对象或首次与其交互时，用户会看到一条安全警告消息。 仅当你信任作者和来源，或者在查看并
了解 R 脚本之后，才启用 R 视觉对象。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R 视觉对象有一些限制：

数据大小限制 - R 视觉对象用于绘制的数据仅限 150,000 行。 如果选择了 150,000 行以上，则只会使用前
150,000 行，且在图像上显示一条消息。
计算时间限制 - 如果 R 视觉对象计算时间超过 5 分钟，则执行将超时，从而导致错误。
关系 - 如同其他 Power BI Desktop 视觉对象，如果选择的不同表中数据字段间没有定义关系，则会发生错误。
R 视觉对象在数据更新、筛选和突出显示时进行刷新。 但是，图像本身不是交互的并且不能为交叉筛选的源。
R 视觉对象响应突出显示的其他视觉对象，但你不能单击 R 视觉对象中的元素以进行其他元素的交叉筛选。
只有绘制到 R 默认显示设备的绘图会正确地显示在画布上。 避免显式使用不同的 R 显示设备。
在此版本中，RRO 安装未由 32 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自动标识，因此你必须在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  > 选项选项  > R
脚本脚本中手动提供 R 安装目录的路径。

查看以下更多信息，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将外部 R IDE 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



在 Power BI 中使用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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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 自定义视觉对象

从从  AppSource  AppSource 获获取自定取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中，无需掌握任何 R 知识，也无需使用任何 R 脚本，即可使用 R 驱动的自定
义视觉对象。 这样一来，无需学习任何 R 知识，也无需自行进行任何编程，即可利用 R 视觉对象和 R 脚本的分析和
视觉功能。

若要使用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请先从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的 AppSource 库中选择并下载要使用的 R
自定义视觉对象。

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加载和使用 R 驱动的视觉对象。

若要使用 R 驱动自定义视觉对象，请从“自定义视觉对象”库下载每个视觉对象，然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如使用
其他任何类型的视觉对象一样来使用此视觉对象。 获取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方法有两种，可以从在线 AppSource 网
站下载视觉对象，也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浏览并获取视觉对象。

若要在在线 AppSource 网站中浏览并选择视觉对象，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转到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 中的 Power BI 视觉对象库。 选中“按产品细分”下的“Power BI 应用”复
选框，再单击“查看全部”链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powered-custom-visuals.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page=1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


NOTENOTE

2. 在“Power BI 视觉对象”库页面，从左侧窗格内的加载项列表中，选择“Power BI 视觉对象”。

3. 从库中选择要使用的视觉对象，此时将会转到视觉对象的说明页。 选择“立即获取”按钮，下载视觉对象。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作，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R。 但用户要在 Power BI 服务中查看 R 驱动的视觉对象
时，他们不需要在本地安装 R。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page=1


无需安装 R 即可在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使用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不过，如果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
使用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则必须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R。 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 R：

CRAN
MRO

4. 下载视觉对象（与在浏览器中下载任何文件一样）后，立即转到“Power BI Desktop”，单击“可视化效果”窗格中
的省略号 (...)，再选择“从文件导入”。

5. 导入自定义视觉对象时的注意事项，具体如下图所示：

https://cran.r-project.org/
https://mran.microsoft.com/


6. 导航到视觉对象文件保存的位置，然后选择该文件。 Power BI Desktop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具有.pbiviz 扩展
名。

7. 返回 Power BI Desktop 时，你可以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看到新的视觉对象类型。

8. 在你导入新的视觉对象（或打开包含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报表）后，Power BI Desktop 便会安装相应
的 R 包。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获获取自定取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9. 在这里，你将数据添加到视觉对象，如添加到任何其他 Power BI Desktop 视觉对象一样。 完成后，你可以
在画布上看到完成的视觉对象。 在下面的视觉对象中，R 驱动的视觉对象 Forecasting 与联合国 (UN) 出生
速率预测一同使用（左侧的视觉对象）。

如任何其他 Power BI Desktop 视觉对象一样，你可以将此报表及其 R 驱动的视觉对象发布到 Power BI 服服
务务并与他人共享。

请经常检查库，因为会随时添加新视觉对象。

1. 也可以从 Power BI Desktop 获取自定义视觉对象。 在“Power BI Desktop”中，单击“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省
略号 (...)，再选择“从市场导入”。



参与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2. 此时，将会看到“Power BI 视觉对象”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滚动浏览可用自定义视觉对象，并能选择要
使用的视觉对象。 可以按名称搜索，可以选择类别，也可以直接滚动浏览可用视觉对象。 准备就绪后，只需
选择“添加”，即可将自定义视觉对象添加到“Power BI Desktop”。

如果你创建自己的 R 视觉对象以供在报表中使用，则可以向自定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库库提供你的自定义视觉对象，从而与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疑难解答

R R 包缺失或已包缺失或已过过期期

全世界共享你的视觉对象。 通过 GitHub 进行贡献，相应过程在以下位置有所讲述：

贡献到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库

必须满足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特定依存关系，视觉对象才能正常运行。 如果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未运
行或未正常加载，通常是出现下面的一种问题：

R 引擎缺失
视觉对象基于的 R 脚本出错了
R 包缺失或已过期

下面的部分介绍了你可以用来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故障排除步骤。

在尝试安装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时，如果 R 包缺失或已过期，则可能会看到错误；通常可能是由于如下一种原
因所致：

R 安装与 R 包不兼容
防火墙、防病毒软件或代理设置阻止 R 连接 Internet
Internet 连接速度慢或无法连接 Internet

Power BI 团队正在努力降低你遇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下一版 Power BI Desktop 将包含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更新
程序。 在此之前，你可以按以下一个或多个步骤操作，从而降低遇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1. 删除自定义视觉对象，然后重新安装。 这会重新开始安装 R 包。

2. 如果安装的 R 不是最新版，请升级 R 安装，然后删除并重新安装自定义视觉对象，如上一步所述。

每个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描述中列出了支持的 R 版本，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uilding-r-powered-custom-visual-corrplot


后续步骤

NOTENOTE

> source(“C:/Users/david/Downloads/ScriptInstallPackagesForForecastWithWorkarounds.R”)    

c:\Program Files\R\R-3.3.x\bin\x64\Rterm.exe (for CRAN-R)
c:\Program Files\R\R-3.3.x\bin\x64\Rgui.exe (for CRAN-R)
c:\Program Files\R\R-3.3.x\bin\R.exe (for CRAN-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MRO-3.3.x\bin\R.exe (for MRO)
c:\Program Files\Microsoft\MRO-3.3.x\bin\x64\Rgui.exe (for MRO)
c:\Program Files\RStudio\bin\rstudio.exe (for RStudio)

可以保留原始 R 安装，仅将 Power BI Desktop 与当前安装的版本相关联。 依次转到“文件文件  > 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  > 选项选项  > R
脚本脚本。

3. 使用任意 R 控制台手动安装 R 包。 此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a. 下载 R 驱动的视觉对象安装脚本，然后将该文件保存到本地驱动器。

b. 在 R 控制台中运行以下命令：

典型的默认安装位置如下所示：

4. 如果上述步骤不起作用，请尝试按以下步骤操作：

a. 使用 R Studio，按上述 3.b. 中所述的步骤操作 （在 R 控制台中运行脚本代码）。

b. 如果上一步不起作用，请更改 R Studio 中的“工具工具  > 全局全局选项选项  > 包包”，并选中将将  Internet Explorer 库库/代代
理用于理用于  HTTP 复选框，然后重复执行 上述 3.b. 中的步骤。

查看以下更多信息，了解有关 Power BI 中的 R。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库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R 视觉对象
将外部 R IDE 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

https://app.powerbi.com/visuals/


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使用网格线和对齐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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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网格启用网格线线和和对齐对齐网格网格

Power BI Desktop 报表画布提供网格线功能，以便你可以在报表页上巧妙地对齐视觉对象，并使用对齐网格功能，
以便报表中的视觉对象清晰整齐且均匀分布。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还可以调整报表上对象的 z 顺序（上移一层、下移一层），并能在画布上对齐或均匀分布选
定的视觉对象。

若要启用网格线和与网格对齐功能，请选择“视图视图”功能区，然后选中“显显示网格示网格线线”和“将将对对象与网格象与网格对齐对齐”复选框。
你可选择一个或两个选项，它们将独立运行。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gridlines-snap-to-grid.md


NOTENOTE

使用网格使用网格线线

如果禁用了“显示网格线”和“对象与网格对齐”，则连接到任何数据源可启用这两个选项。

网格线是可见的指南，可帮助你对齐视觉对象。 尝试确定两个（或更多）视觉对象是否水平或垂直对齐时，可使用网
格线来确定其边框是否对齐。

可以通过按住 Ctrl 并单击来一次性选择多个视觉对象，该操作可显示所有所选视觉对象的边框，并显示视觉对象是
否正确对齐。



在在视觉对视觉对象中使用网格象中使用网格线线

使用使用对齐对齐网格网格

Power BI 的视觉对象中也有网格线，提供用于比较数据点和值的视觉引导。 从 2017 年 9 月发行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现在可以使用“可视化效果”窗格“格式”部分中的“X 轴”或“Y 轴”卡（具体根据视觉对象类型而定）管理
视觉对象中的网格线。 可以在视觉对象中管理网格线的下列元素：

打开或关闭网格线

更改网格线的颜色

调整网格线的笔划（宽度）

选择视觉对象中网格线的线型，如实线、虚线或点线

修改网格线的某些元素对于视觉对象使用深色背景的报表特别有用。 下图显示了“Y 轴”卡中的“网格线”部分。

启用“对对象与网格象与网格对齐对齐”后，你在 Power BI Desktop 画布上移动（或调整大小）的所有视觉对象将自动对齐到最近
的网格轴，从而大大简化了确保两个或多个视觉对象对齐到相同水平或垂直位置或大小的过程。



使用使用  z  z 顺顺序、序、对齐对齐和分布和分布

这就是使用“网格线”和“对齐网格”来确保报表中的视觉对象完全对齐的全部过程。

可以管理报表中视觉对象的从前向后顺序，通常将这称为元素的 z 顺序。 通过此功能，你可以任何所需的方式重叠
视觉对象，然后调整每个视觉对象的从前向后顺序。 可使用“上移一层”和“下移一层”按钮设置视觉对象的顺序，这
些按钮位于“格式”功能区的“排列”部分中。 选择页面上的一个或多个视觉对象后，“格式”功能区随即出现。

“格式”功能区可让你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对齐视觉对象，确保视觉对象以最合适的外观和方式在页面中对齐显示。



使用“对齐”按钮，可将选定视觉对象与报表画布的边缘（或中心）对齐，如下图所示。

选择两个或多个视觉对象后，可以将它们一起与所有选定视觉对象的现有对齐边界对齐。 例如，如果你选择了两个
视觉对象，然后选择了“左对齐”按钮，那么这两个视觉对象会与所有选定视觉对象的最左边界对齐。



还可以在报表画布中均匀地分布视觉对象，无论是垂直分布还是水平分布。 只需使用“格式格式”功能区中的“分布分布”按钮
即可。

选择相应的网格线、对齐方式和分布工具后，报表将按你希望的方式呈现。



Power BI 中的高密度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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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高密度行采样的工作方式

新的行采样算法的工作方式

从 2017 年 6 月发布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更新开始，可使用新的采样算法来改进对高密度数据进行
采样的视觉对象。 例如，每个零售店每年的销售额超过一万，可以根据零售店的销售业绩创建一个折线图。 此类销
售信息折线图对每个零售店的数据进行数据采样（选择有意义的数据代表，以展示销售情况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创

建一个多系列折线图表示基础数据。 这是将高密度数据可视化的常见做法。 Power BI Desktop 改进了高密度数据
的采样，本文详细介绍了相关信息。

本文所述的高密度采样算法同时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

以前，Power BI 以确定性方式在所有基础数据中选择采样数据点的集合。 例如，对于视觉对象跨越一个日历年的高
密度数据，视觉对象中可能会显示 350 个示例数据点，选择每个数据点才能确保视觉对象中呈现出所有数据（基础
数据的整体系列）。 为方便理解，假设要绘制一年内的股票价格，并选择 365 个数据点来创建折线图视觉对象（一天
对应一个数据点）。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的股票价格都有很多值。 当然每天都有最高价和最低价，而且可能出现在开市后的任何时间。
在高密度行采样中，如果每天都在上午 10:30 和中午 12:00 获取基础数据采样，则会得到基础数据的代表快照（上
午 10:30 和中午12:00 的价格），但可能不会捕获到实际的最高股价和最低股价作为当天的代表数据点。 在此类情
况下，采样是基础数据的代表，但不保证它始终能捕获到重要的点，在此示例中即每日最高股价和最低股价。

根据定义，对高密度数据进行采样，以快速合理地创建能响应交互操作的视觉对象。 视觉对象上过多的数据点可能
会阻碍它并降低趋势的可见性。 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采样才能提供最佳的视觉对象体验这一疑问推动了采样算法
的创建。 Power BI Desktop 中现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将每个时间片段中重要点的响应、表示和清楚保存以最佳方
式组合。

高密度行采样的新算法可以使用具有连续 x 轴的折线图和面积图视觉对象。

对于高密度视觉对象，Power BI 会智能地将数据拆分为高分辨度区块，然后选取重要的点来表示每个区块。 拆分高
分辨度数据的过程经过专门优化，可确保生成的图表在外观上与所有基础数据点的呈现方式没有区别，但速度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high-density-sampling.md


高密度行高密度行视觉对视觉对象的最小象的最小值值和最大和最大值值

评评估高密度行估高密度行视觉对视觉对象的代表数据点象的代表数据点

工具提示和高密度行采样

如何启用高密度行采样

快，交互性更强。

以下限制适用于任何给定的视觉对象：

无论有多少个基础数据点或系列，视觉对象上最多可显示 3,500 个数据点。 因此，如果有 10 个系列，每个系列
有 350 个数据点，则视觉对象已达到其总体数据点的上限。 如果有一个系列，则可以有多达 3,500 个数据点，只
要新算法认为这是基础数据的最佳采样。

一个视觉对象最多可以有 60 个系列。 如果有超过 60 个系列，则拆分数据并创建多个视觉对象，使每个视觉对
象拥有少于或等于 60 个系列。 使用切片器来只显示数据段是个好方法（仅适用于特定系列）。 例如，如果要在图
例中显示所有子类别，则可以使用切片器根据同一报表页上的整体类别进行筛选。

这些参数可确保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视觉对象快速呈现，并且可响应与用户的交互，而不会在呈现视觉效果的
计算机上导致不必要的计算开销。

当基础数据点数目超过视觉对象中能够表示的最大数据点数目（超过 3,500）时，将开始执行名为“分箱”的过程，将
基础数据拆分为多个组（称作“箱”），然后以迭代方式对这些箱进行优化。

算法会创建尽可能多的箱，以便为视觉对象创建最大粒度。 算法会查找每个箱中的最小和最大数据值，确保视觉对
象捕获到并显示出重要的值（例如异常值）。 根据分箱结果和 Power BI 对数据的后续评估，系统会确定视觉对象 x
轴的最小分辨度，以确保视觉对象达到最大粒度。

如前所述，每个系列的最小粒度为 350 点，最大粒度为 3,500 点。

每个箱由两个数据点表示，这些数据点即视觉对象中箱的代表数据点。 数据点只是该箱的最高值和最低值。通过选
择最高值和最低值，装箱过程可确保视觉对象能够捕获和呈现出所有重要的最高值或最低值。

是否觉得这很像是通过大量分析确保捕获偶尔的异常值，并在视觉对象中正确显示出该值，确实是这样 - 这正是使
用新算法和执行分箱过程的原因。

请务必注意在此分箱过程中，会捕获并显示给定箱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并且将鼠标悬停在数据点上时，工具提示

显示数据的方式可能会受影响。 为解释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和原因，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股票价格示例。

假设要根据股票价格创建一个视觉对象，并且比较两支使用高密度采样的不同股票。 每个系列的基础数据都有大量
数据点（也许一天中每秒都在捕获股票价格）。 高密度行采样算法会对每个系列执行独立分箱。

现在假设第一支股票价格在 12:02 上涨，并在十秒后迅速下跌。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点。 对该股票装箱时，12:02
的最高值将是该箱的代表数据点。

但是，对于第二支股票，12:02 既没有出现最高值，也没有出现最低值。 该箱中包含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可能在 12:02
的三分钟后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折线图之后，将鼠标悬停在 12:02 上时，只能在工具提示中看到第一支股票
的值（因为股价在 12:02 上涨到最高，系统选择该值作为该箱的最高数据点），但是在工具提示中看不到第二支股票
在 12:02 的值。 因为在包含 12:02 的箱中，第二支股票既没有出现最高值，也没有出现最低值。 所以在 12:02 时，
第二支股票没有任何数据显示，因此不会显示任何工具提示数据。

工具提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给定箱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可能与均匀缩放的 x 轴值点不完全匹配，因此工具提示不会
显示该值。

默认情况下，新算法处于“开启”状态。 若要更改此设置，请转到“常规”卡中的“格式设置”窗格，可以在底部看到一个
名为“高密度采样”的切换滑块。 若要将其关闭，将滑块滑动到“关闭”。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高密度行采样的新算法是 Power BI 的一个重要改进，但在使用高密度值和数据时需要了解以下注意事项。

由于粒度增加和装箱过程，“工具提示”只能在代表数据与光标对齐时显示值。 请参阅本文的“工具提示和高
密度行采样”部分，了解详细信息。

当整个数据源的大小太大时，新算法会通过删除系列（图例元素）来最大限度导入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新算法会按字母顺序对图例排序，并按字母顺序从前往后导入图例元素，直到达到数据导

入上限，之后将不再导入其他系列。

当基础数据集的系列超过 60 个（如前所述，这是最大系列数）时，新算法会按字母顺序对系列排序，并删除字
母排序在 60 之后的系列。

如果数据中的值的类型不是数字或日期/时间，则 Power BI 将不使用新算法，并恢复为以前的（非高密度采
样）算法。

新算法不支持“显示不含数据的项目”设置。

与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2016 版或更早版本）中托管的模型进行实时连接时，不支持新算法。
Power BI 或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中托管的模型支持此算法。

有关散点图中高密度采样的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Power BI 散点图中的高密度采样



Power BI 散点图中的高密度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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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高密度散点图的工作方式

NOTENOTE

从 2017 年 9 月发布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更新开始，可使用新的采样算法来改进散点图显示高密度
数据的方式。

例如，可以通过组织的销售活动创建一个散点图，其中每个商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数据点。 此类信息的散点图将
对可用数据进行数据采样（选择数据中有意义的代表，以展示销售情况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创建一个散点图表示基

础数据。 这是高密度散点图中的常见做法。 Power BI 改进了高密度数据的采样，本文详细介绍了相关信息。

本文所述的高密度采样算法同时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中的散点图。

以前，Power BI 以确定性方式在所有基础数据中选择采样数据点的集合来创建散点图。 具体而言，Power BI 会在
散点图系列中选择第一行和最后一行数据，然后将剩余的行平均分配，以便在散点图上绘制总共 3,500 个数据点。
例如，如果示例有 35,000 行，则选择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进行绘制，然后每 10 行绘制一个数据点（35,000/10 = 每
10 行 = 3,500 个数据点）。 另外，在此之前，在数据系列中无法绘制的 null 值或点（如文本值）不会显示出来，因此
在生成视觉对象时不会加以考虑。 通过此类采样，散点图的感知密度同样会基于代表性数据点，因此隐含的可视化
密度属于采样点，而不是基础数据的完整集合。

启用“高密度采样”时，Power BI 会执行一种算法来消除重叠点，并确保与视觉对象交互时可以访问视觉对象上的
点。 此外，该算法还可确保数据集中的所有点都会显示在视觉对象中，从而为所选点的含义提供上下文，而不是仅
仅绘制一个代表性的样本。

根据定义，对高密度数据进行采样，以快速合理地创建能响应交互操作的视觉对象。 视觉对象上过多的数据点可能
会阻碍它并降低趋势的可见性。 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采样才能提供最佳的视觉对象体验并确保表示所有数据这
一疑问推动了采样算法的创建。 Power BI 中现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将整体数据集中重要点的响应、表示和清楚保
存以最佳方式组合。

使用高密度采样算法的散点图最好在方形视觉对象上绘制（类似于所有散点图的方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high-density-scatter-charts.md


新的散点图采样算法的工作方式

NOTENOTE

使用散点使用散点图图的的标标准算法准算法时时

适用于散点图的“高密度采样”的新算法采用能够更有效地捕获和表示基础数据的方法，此类方法还可以消除重叠
点。 具体操作方法为：首先为每个数据点绘制一个小型半径（可视化效果上给定点的可视圆圈大小）。 然后增加所有
数据点的半径大小；当两个（或多个）数据点重叠时，用一个（增加了半径大小的）圆圈表示这些重叠的数据点。 该算
法继续增加数据点的半径，直到半径值产生的合理数量的数据点（3,500）显示在散点图中。

此算法中的方法可确保在生成的视觉对象中显示离群值。 该算法在确定重叠的同时还会设置比例，完全按照基础
可视化点直观显示指数比例。

该算法还将保留散点图的整体形状。

将高密度采样算法用于散点图时，目标是准确分发数据，而不是隐含的可视化密度。 例如，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散点图，其中有许
多圆圈在某个区域重叠（密度），并想像肯定有许多数据点聚集在那里；由于高密度采样算法可以使用一个圆圈来表示许多数据

点，因此隐含的可视化密度（或“群集”）将不会出现。 若要在给定区域获得更多详细信息，可以使用切片器执行放大操作。

此外，会忽略不能绘制的数据点（例如 null 或文本值），因此选择另一个可以绘制的值，从而进一步确保散点图的真
实形状保持不变。

在一些情况下，高密度采样不能应用于散点图，而是使用原始算法。 这些情况如下所示：

如果右键单击“详细信息”下的值，然后从菜单中将其设置为“显示不含数据的项”，那么散点图将恢复为原始
算法。

“播放”轴中的任何值都将导致散点图恢复为原始算法。

如果散点图上缺少 X 轴和 Y 轴，则图表将恢复为原始算法。

使用“分析”窗格中的“比率线”会导致图表恢复为原始算法。



如何为散点图启用高密度采样

要启用“高密度采样”，请选择散点图，转到“格式设置”窗格，展开“常规”卡，然后在卡片的底部附近，将“高密度采
样”切换滑块切换为“开”。



NOTENOTE

NOTENOTE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启用滑块后，Power BI 将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使用“高密度采样”算法。 如果该算法无法使用（例如，在“播放”轴添加一个值），滑
块将停留在“打开”位置，即使图表已恢复为标准算法也是如此。 如果之后你从“播放”轴删除一个值（或者情况变为允许使用高密
度采样算法），由于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图表将自动为该图表使用高密度采样。

数据点按照索引进行分组或选择。 包含图例不会影响算法采样，它只影响视觉对象的排序。

高密度采样算法是 Power BI 的一个重要改进，但在使用高密度值和散点图时需要了解以下注意事项。

高密度采样算法仅适用于到基于 Power BI 服务的模型、导入的模型或 DirectQuery 的实时连接。



后续步骤

有关其他图表中高密度采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Power BI 中的高密度行采样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通过示例添加列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查询编辑器通过示例添加新列

自 2017 年 4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起，只需提供新列的一个或多个示例值，即可使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向模型

添加新的数据列。 可以根据当前所选内容，或通过根据给定表中的所有（或选定）列提供输入数据，创建新列示例。

这种方法有助于快速轻松地创建新列，非常适用于以下情形：

你知道自己想要在新列中获得的数据结果，但不确定通过哪种转换（或一系列转换）可以实现目的。

你已知道自己需要执行的转换，但不确定在 UI 中的什么位置进行单击或选择，从而执行这些转换。
你知道在“M”中使用“自定义列”表达式所需的转换的全部信息，但无法在 UI 中单击或添加其中一个（或多个）表
达式。

通通过过示例添加列示例添加列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轻松地使用这项功能。

若要通过示例创建新列，请启动“查询编辑器”。 为此，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开始”功能区中选择“编辑查
询”。

要从网页中获取数据，请转到“开始”选项卡，单击“获取数据”>“Web”，然后将 URL 粘贴到出现的对话框中。 本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dd-column-from-example.md


“通过示例添加列”窗格

使用 Wikipedia 文章中的数据。 可单击下面的链接，自行获取数据并按照下面操作：

美国各州和美国各州和领领土列表土列表

启动“查询编辑器”且已加载部分数据后，便可以开始通过示例添加列。 若要添加新列，请在“查询编辑器”中依次选
择功能区上的“添加列”选项卡和“通过示例添加列”。 可以选择下拉列表中的“通过所有列”（如果只选择了按钮，而未
选择下拉列表，此为默认值）或“通过所选内容”。 在本文中，我们将一步步演示选择“通过所有列”的相关操作。

选择通过示例添加新列后，便会看到一个新窗格，其中显示了当前表中的列（可能需要滚动才能查看全部列）。 此
外，新的“第 1 列”也在右侧显示，该列是 Power BI Desktop 根据你的示例创建的。 新的“第 1 列”标题下方是空白单
元格，可以在其中键入示例，以便 Power BI 能够用来创建与示例匹配的规则和转换。

请注意，这是“查询设置”窗格中的“已应用步骤”。 和以往一样，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会记录转换步骤，并依序向查询应用这

些步骤。

这就是“通过示例添加列”窗格，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区域：

1. 包含功能或转换的简要说明的“命令栏”。
2. 有助于 Power BI 改进此功能的“发送反馈”选项。
3. 用于提交转换并添加列或取消上述操作的“确定”和“取消”按钮。
4. 新列区域，可以在任意一行中键入示例值（向 Power BI 提供示例），从而与相应行的其他列相关联。

https://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tates_and_territories_of_the_United_States


观看“通过示例添加列”的实际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kbVW9wQfw

注意事项和限制

在新列中键入示例时，Power BI 会根据检测到的转换让你预览要创建的列。 例如，如果在第一行中键
入“Alabama”，则它对应于表中第一列的“Alabama”值。 按 Enter 后，Power BI 便会立即根据此值填充列。

但是，随即便会转到包含 Massachusetts[E] 的行，并删除最后的 [E] 部分（因为你不再需要它）。 Power BI 可检测更
改，并使用该示例创建转换。 请注意，窗格的中上方对转换进行了说明。

如果继续提供示例，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会将其添加到转换中。 如果感到满意，可以选择“确定”提交更改。

想看看此功能的实际效果？ 下面的视频展示了这项功能的实际运用（使用此示例前面提供的数据源）。 请仔细观
看，自己跟着视频操作一下！

虽然使用“通过示例添加列”时有许多转换可用，但并不是所有转换都包含在内。 下面列出了支持的全部转换。

引用引用

引用特定列（包含修整、清理和大小写转换）

文本文本转换转换

合并（支持合并文本字符串和整个列值）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kbVW9wQfw


NOTENOTE

替换

长度

提取

第一个字符

最后一个字符

范围

分隔符前的文本

分隔符后的文本

分隔符之间的文本

长度

自 2017 年 11 月版 Power BI Desktop 起，支持下列文本转换：

删除字符

保留字符

对于所有文本转换，都要考虑是否需要进行修整、清理或对列值应用大小写转换。

日期日期转换转换

天

每周的某一日

周几名称

每年的某一日

月份

月份名称

每年的某一季度

每月的某一周

每年的某一周

年份

年限

年份开始值

年份结束值

月份开始值

月份结束值

季度开始值

一个月的某些日

季度结束值

星期开始值

星期结束值

每月的某一日

一天开始值

一天结束值

时间转换时间转换

小时

分钟

秒



NOTENOTE

本地时间

对于所有“日期”和“时间”转换，都要考虑是否可能需要将列值转换成“日期”或“时间”或“日期和时间”。

数字数字转换转换

绝对值

反余弦

反正弦

反正切

转换为数字

余弦

多维数据集

除

求幂

阶乘

整除

为偶数

为奇数

自然对数

以 10 为底数的对数
取模

乘

向下舍入

向上舍入

符号

正弦

平方根

平方

减

求和

正切

自 2017 年 11 月版 Power BI Desktop 起，支持下列数字转换：

Bucket/范围
常常规规

条件列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添加自定义列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查询编辑器添加新的自定义列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器”轻松地向模型添加新的自定义数据列。 可以使用易用按钮创建
可定义自定义列的 M 公式，来创建和重命名自定义列。 M 公式包含全面的函数引用内容集。

创建自定义列是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创建的查询的另一个应应用的步用的步骤骤，这意味着可以随时对其进行更改、向前期或向

后期移动或进行修改。

要创建新的自定义列，请启动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 为此，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的“开始”功能区中选择“编辑查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dd-custom-column.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7023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79182.aspx


“添加自定义列”窗口

启动“查询编辑器”并加载一些数据后，可以通过在功能区上选择“添加列”选项卡，然后选择“自定义列”来添加自定义
列。

随即会出现“添加自定义列”窗口，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此进行讨论。

在“添加自定义列”窗口中，可在右侧窗格中看到可用字段列表，在顶部看到自定义列的名称（只需在该文本框中键入
新名称即可将它重命名），并看到基于从右侧插入字段、添加运算符或构建定义新自定义列的公式而创建（或编写）

的 M 公式。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79182.aspx


创建自定义列的公式

可以从右侧的“可用列:”列表中选择一个字段，然后选择“<< 插入”，将其添加到自定义列公式中。 另外，也可以双击
列表中的列进行添加。

键入公式并构建列时，可在窗口底部看到实时（在输入时）告知是否检测到任何语法错误的指示器。 如果一切正常，
你将看到一个绿色的选中标记。

但是，如果语法中存在某些错误，将看到一个黄色警告图标以及检测到的错误，还有将光标（在公式中）定位在检测

到错误的位置的链接。



使用自定义列的高级编辑器

选择“确定”后，自定义列将添加到模型中，“已添加自定义”步骤将添加到查询的“应用的步骤”中。

如果双击“应用的步骤”窗格中的“已添加自定义”步骤，“添加自定义列”窗口将再次出现，你创建的自定义列公式也已
加载，如有必要，可随时进行修改。

此外，还可以使用“高级编辑器”创建自定义列（并修改查询的任何步骤）。 在“查询编辑器”中，选择“查看”选项卡，然
后选择“高级编辑器”来显示“高级编辑器”。



后续步骤

“高级编辑器”可使你完全控制查询。

创建自定义列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根据你向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提供的示例创建列。 有关根据示例创建自定义列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通过示例添加列
M 公式语言简介
M 函数引用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27023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79182.aspx


将 Power BI 视觉对象优化为适应任意大小
2018/7/31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启用响应式设置

默认情况下，在创建新报表时，视觉对象为响应式：它们会动态缩放，尽可能显示最多的数据和见解，无论屏幕大小

如何。 对于较旧的报表，也可以将其视觉对象设置为动态重设大小。

在视觉对象缩放时，Power BI 会优先确保显示数据视图。例如，自动删除填充，并将图例移至视觉对象顶部，这样
即便视觉对象变小，也仍可提供信息。 在手机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响应式视觉对象尤为有用。

任何包含 X 轴、Y 轴和切片器的视觉对象都可以响应式重设大小。

1. 在 Power BI Desktop 旧报表的“视图”选项卡上，确保自己处于“桌面设备布局”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reate-responsive-visuals.md


在 Power BI 服务中启用响应式设置

后续步骤

2. 选择视觉对象，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部分。

3. 展开“常规”，并将“响应式”滑至“开”。

现在，创建更适合在手机上显示的报表并添加此视觉对象后，它可以流畅地重设大小。

在 Power BI 服务中，可以为旧报表中的视觉对象启用响应式设置。 必须能够编辑报表。

1. 在 Power BI 服务报表中 (https://powerbi.com)，选择“编辑报表”。

2. 选择视觉对象，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部分。

3. 展开“常规”，并将“响应式”滑至“开”。

现在，创建此报表的手机视图并添加此视觉对象后，它可以流畅地重设大小。

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
查看针对你的电话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内联层次结构标签
2018/7/31 • • Edit Online

内联层次结构标签的工作方式

使用内置的使用内置的““展开展开””功能（无需按功能（无需按层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进标签进行排序）行排序）

NOTENOTE

Power BI Desktop 支持使用内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它是旨在提升分层钻取的两种功能中的第一种。 第二种功能当
前正处于开发阶段，即使用嵌套层次结构标签的功能（请持续关注 - 我们经常发布更新）。

利用内联层次结构标签，当你使用全部展开全部展开功能展开视觉对象时，你可以看到层次结构标签。 看到这些层次结构
标签的重大好处之一是，当展开分层数据时，你可以选择按这些不同的层次结构标签排序排序。

在操作中查看内联层次结构标签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默认的“展开到下一级别”功能的行为方式。 这样会帮助我们了
解（和意识到）内联层次结构标签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下图展示了年销售额的条形图视觉对象。 右键单击条形图时，可以选择“展开到下一级别”。

作为右键单击条形图的替代方法，可以选择可视化左上方的“展开”按钮。

选择“展开到下一级别”后，视觉对象将展开从年到季度的数据层次结构，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inline-hierarchy-labels.md


使用内使用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

请注意，年和季度标签是内联在一起显示的 - 随着向下展开全部层级直到层次结构底部，此标记方案会持续运用。

这就是与具有 日期/时间 数据类型的字段相关联的内置 日期 层次结构的行为方式。 我们前往下一章节，了解新的
内联层次结构标签功能有什么不同。

现在让我们看一份不同的图表 - 该图表使用具有非正式层次结构的数据。 在下面的视觉对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数
量”条形图，其使用产品名称作为轴。 在此数据中，产品名称和发运国家构成了非正式层次结构。 在此处，可以再次
选择“展开到下一级别”，进入层次结构的下个层级。



NOTENOTE

故障排除

选择“展开到下一级别”将显示内联层次结构标签的下一级别。 默认情况下，内联层次结构按照度量值进行排序 - 在
此示例中按照“数量”排序。 启用内联层次结构标签后，也可以通过选择右上角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产品名称
和发运国家排序”，进而选择按层次结构对此数据进行排序，如下图所示。

选择“发运国家”之后，数据将基于非正式层次结构选择进行排序，如下图所示。

内联层次结构标签功能尚不允许内置时间层次结构按值排序；只能按层次结构顺序排序。

在展开的内联层次结构级别状态中，你的视觉对象可能出现卡顿。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发现在展开模式时，某些
视觉对象会出现卡顿，向上钻取也不起作用。 如果你碰巧执行了以下步骤则会出现此问题（解决方法位于这些步骤
下面 ）：

在展开状态下可能会使你的视觉对象出现卡顿的操作：

1. 启用内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功能
2. 创建带有层次结构的视觉对象
3. 然后全部展开全部展开并保存文件

4. 随后 禁用 内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  功能，并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5. 然后重新打开文件



如果碰巧执行了这些步骤，并且在展开模式中视觉对象出现卡顿，则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解决：

1. 重新启用内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功能，然后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2. 重新打开你的文件，并钻取回受影响的视觉对象顶部
3. 保存文件
4. 禁用内内联层联层次次结结构构标签标签功能，然后重新启动 Power BI Desktop
5. 重新打开文件

或者，你可以删除你的视觉对象并重新创建。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数值范围切片器
2018/8/6 • • Edit Online

使用数值范围切片器

借助数数值值范范围围切片器切片器，可以将各种类型的筛选器应用于数据模型中的任意数值列。 可以选择“介于”（某数字范
围）、“小于或等于”（某数字）或“大于或等于”（某数字）来进行筛选。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在筛选数据方面这
却是功能十分强大的一种方法。

数值范围切片器的使用方法与其他任何切片器均相同。 只需为报表创建切片器切片器视觉对象，然后选择一个数值作

为“字段字段”值即可。 在下图中，选择了 LineTotal 字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licer-numeric-range.md


选择“数值范围切片器”右上角的向下箭头。此时，系统会显示一个菜单。

对于数值范围，可以从以下三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介于

小于或等于

大于或等于

选择菜单中的“介于介于”后，便会看到一个滑块条，可以筛选出介于某数字范围的数值。 除了使用滑块条本身，还可以
单击任一框，然后键入值。 如果要进行切片以筛选出特定数字，但滑块条的粒度不够细化，难以精确地滑到相应的
数字，键入值就非常方便。

在下图中，我们在报表页中筛选出了介于 2500.00 到 6000.00 的 LineTotal 值。



选择“小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后，滑块条的左侧（下限值）图柄消失，我们只能调整滑块条的上限值。 在下图中，我们将滑块条
最大值设置为 5928.19。

最后，如果我们选择“大于或等于大于或等于”，滑块条的右侧（上限值）图柄消失，我们可以调整下限值，如下图所示。 现在，
报表页的视觉对象中仅显示 LineTotal 大于或等于 4902.99 的项。



使用数值范围切片器对齐到整数

限制和注意事项

如果基础字段的数据类型为“整数”，数值范围切片器将对齐到整数。 这样一来，切片器就可以清晰地对齐整数。 “十
进制数字”类型字段允许输入或选择数字的小数部分。 文本框中应用的格式与为该字段设置的格式匹配，即使可以
键入或选择更精确的数字也是如此。

目前，数值范围切片器存在下面的限制和注意事项：

数数值值范范围围切片器切片器目前筛选所有基础行数据，而不筛选任何汇总值。 例如，如果使用的是“销售额”字段，那么筛
选的是每个交易的“销售额”，而不会筛选视觉对象中每个数据点的“销售额”总和。
暂不支持度量值。

可以在数值切片器的文本框中键入任何数字，即使它超出基础列中的值范围。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知道数据
将来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设置筛选器。



在 Power BI 中创建可以重设大小的响应式切片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创建切片器

重设响应式切片器的大小以适合报表上的任意空间。 你可以将响应式切片器重设为不同的大小和形状，从水平到
方形再到垂直均可，切片器中的值可按照你的操作重新排列。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中，你可以使
水平切片器和日期/范围切片器响应。 日期/范围切片器也具有改进的触摸区域，所以用指尖更换它们更容易。 可以
根据需要变换响应式切片器的大小，它们还会自动重设大小以适应 Power BI 服务以及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报
表。

创建动态切片器的第一步是创建基本切片器。

1.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切片器图标 。

2. 将要筛选的字段拖动到“字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slicer-filter-responsive.md


转换为水平切片器

1. 选择切片器后，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选项卡。

2. 展开“常规”部分，然后为“方向”选择“水平”。

3. 你可能想要将其变宽，以显示更多的值。



将其设置为响应式并对其进行试验

将其添加到手机报表布局

此步骤很容易。

1. 在“常规”部分“格式”选项卡中的“方向”下，将“响应”滑动到“打开”。

2. 现在你可以使用它了。 拖动边角可使其变短、变高、变宽及变窄。 如果将其调整得足够小，则它会变为一个
筛选器图标。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为报表的每个页面创建一个手机布局。 如果页面具有电话布局，则以纵向视图显
示在手机上。 否则，你需要在横向视图中查看它。

1. 在“视图”菜单中，选择“手机布局”。

2. 将手机报表中所需的全部视觉对象拖动到网格中。 当拖动响应式切片器时，请将其设置为所需的大小 - 在这



将时间或范围切片器设置为响应式

后续步骤

种情况下，所需的是筛选器图标大小。

阅读有关如何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的详细信息。

你可以按照相同的步骤将时间或范围切片器设置为响应式。 将“响应”设置为“打开”之后，请注意下列事项：

视觉对象将根据画布允许的尺寸来优化输入框的顺序。

数据元素显示已经过优化，以根据画布允许的尺寸使切片器尽可能地适用。

切片器上新的圆形手柄优化了触摸交互。

当视觉对象变得太小而无法使用时，它将变成一个表示其位置视觉对象类型的图标。 要与其进行交互，只需双
击在焦点模式中打开它即可。 这样既可节省报表页面的宝贵空间而又不会丢失功能。

Power BI 服务中的切片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为
Cortana 创建自定义回复页
2018/6/28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开始之前

使用 Power BI 的全部功能创建专为回答 Cortana 问题而设计的专用报表页，称为“Cortana 回复页”（有时称
为“Cortana 回复卡”）。

如果你尝试预览 Cortana 和 Power BI 仪表板，则可以跳过本文的其余部分。 无需对 Cortana 进行任何设置即可搜索
Power BI 仪表板。

提供 4 个文档指导你完成设置和使用用于 Power BI 的 Cortana。 如果尚未这样做，建议你首先阅读文章 1。
文章 2 尤其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在你开始使用 Cortana 回复页之前需要执行的一些步骤。

文章文章  1：了解 Cortana 和 Power BI 如何协同工作

文章文章  2：对于搜索 Power BI 报表：启用 Cortana - Power BI - Windows 集成

文章文章  3：本文

文章文章  4：解决问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ortana-answer-cards.md


创建专为 Cortana 设计的 Cortana 回复页

NOTENOTE

报表中的 Cortana 回复页的大小专为 Cortana 而设，以便 Cortana 可以在屏幕中将其显示为某个问题的答
案。 为 Cortana 创建回复页：

1. 我们建议从空白报表页开始。

2.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然后选择“页面大小” > “类型” > “Cortana”。

3. 创建一个或一组想要在 Cortana 中显示的视觉对象，以用于响应特定问题（或多个问题）。

目前，Cortana 回复页不支持其中显示有静态图像的图像。 根据数据中的 URL 动态提取的表格或矩阵视觉对象中可包含
图像。

4. 确保所有视觉对象都能放在页边框内。 可选择性地修改显示设置、数据标签、颜色和背景。



TIPTIP

5. 命名该页面并添加替代名称。 Cortana 在搜索结果时将使用这些名称。 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选择画

笔图标，然后选择页页面信息面信息。 通过移动滑块至“开”，启用此视觉对象的问答。

若要改进结果，应避免使用还是列名称的词汇。

6. 如果报表有页面级别筛选器，可选择性地设置“需要单选”。 如果问题中只指定了一个，唯一一个筛选器
项，则 Cortana 仅会将此报表显示为答案。 可以在“筛选器”窗格的底部找到“需要单选”。



IMPORTANTIMPORTANT

Cortana 如何对结果进行排序？

NOTENOTE

后续步骤

NOTENOTE
无需设置“需要单选”即可要求 Cortana 显示带有页面级筛选器的报表。 例如，无论“需要单选”设置如何，说出“显
示 Charlotte Lindseys 的销售额”都可以显示答案页。

例如，如果你问 Cortana：

“按零售店名称显示销售额”，此回复页不会显示，因为你未在所需的页面级别筛选器中包含任何
项。

“显示 Cary Lindseys 和 Charlotte Lindseys 的销售额”，此回复页不会显示，因为你从所需的页面
级别筛选器中指定了多个项。

“显示 Charlotte Lindseys 的销售额”，此回复页将显示。

“显示销售额”，此回复页不会显示，因为你未在所需的页面级别筛选器中包含任何项。

在 Cortana 可访问 Cortana 回复页之前，需要启用 Cortana 数据集。

具有高分答案的结果（如指定页面名称的完全匹配项）将在 Cortana 中作为最佳匹配项第一个显示。 如果
Power BI 中有多个 Cortana 回复页，则可能显示多个最佳匹配项。 中等或较低评分的答案（例如不基于回复
页名称的答案或具有 Power BI 无法理解的字词的问题）将在 Cortana 的最佳匹配项的下面作为链接列出。

将新的数据集或自定义 Cortana 回复页添加到 Power BI 并为 Cortana 启用时，可能需要 30 分钟，结果才会开始出现于
Cortana 中。 登录或退出 Windows 10 或者在 Windows 10 中重启 Cortana 进程都能使新内容立刻显示。

将 Cortana 和 Power BI 搭配使用

仍无法让 Cortana 与 Power BI 协同工作？ 请尝试查阅 Cortana 疑难解答。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Desktop 行级别安全性 (RLS)
2018/7/11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定义角色和规则

Power BI Desktop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可用于限制给定用户的数据访问。 筛选器可限制行级别上的数据。 你可以
定义角色中的筛选器。

现在，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为导入到 Power BI 的数据模型配置 RLS。 你还可以在使用 DirectQuery（如
SQL Server）的数据集上配置 RLS。 在此之前，你只能在 Power BI 外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中实现 RLS。
对于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你可以在本地模型上配置行级别安全性。 实时连接数据集不会显示安全选项。

如果在 Power BI 服务中定义了角色和规则，则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重新创建这些角色，然后将报表发布到服务。

了解有关 Power BI 服务中的 RLS 选项的详细信息。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定义角色和规则。 当你发布到 Power BI 时，它还将发布角色定义。

若要定义安全角色，你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NOTENOTE

1. 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或配置 DirectQuery 连接。

不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定义角色。 你需要在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中执行此操作。

2. 选择“建模”选项卡。

3. 选择“管理角色”。

4. 选择“创建”。

5. 为角色提供名称。

6. 选择你想要应用 DAX 规则的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rls.md


验证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

NOTENOTE

7. 输入 DAX 表达式。 此表达式应返回 true 或 false。 例如：[实体 ID] =“值”。

可以在此表达式内使用 username()。 请注意，usernam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采用域\用户名的格式。 在 Power
BI 服务中，它的格式则为用户的 UPN。 或者，可以使用 userprincipalname()，它始终返回采用其用户主体名称格式的用
户。

8. 创建 DAX 表达式后，你可以选择表达式框上方的“检查”以验证该表达式。

9. 选择“保存”。

你无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用户分配到角色。 此操作在 Power BI 服务中执行。 通过使用 username() 或
userprincipalname() DAX 函数并配置好正确的关系，则可以启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动态安全。

创建角色后，你可以测试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结果。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选择“以角色身份查看”。

“以角色身份查看”对话框允许更改正在查看的特定用户或角色的视图。 你可以看到创建的角色。

选择创建的角色，然后选择“确定”，将角色应用于正在查看的视图。 报表仅呈现与该角色相关的数据。

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用户，并提供给定用户。 最好提供用户主体名称 (UPN)，因为 Power BI 服务使用该名称。 选
择“确定”，报表将基于该用户能看到的呈现内容。



NOTENOTE

限制

已知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如果使用的是基于 DAX 表达式的动态安全，报表仅显示不同的结果。

以下是云模型上有关行级安全性的当前限制列表。

如果你以前有在 Power BI 服务中定义了角色和规则，则将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重新创建它们。
只能通过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客户端在创建的数据集上定义 RLS。 若想为使用 Excel 创建的数据集启用
RLS，首先需要将你的文件转换为 PBIX 文件。 了解详细信息
仅支持 ETL 和 DirectQuery 连接。 在本地模型上处理到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
问与答以及 Cortana 此时不受 RLS 的支持。 如果对所有模型配置了 RLS，你将无法看到仪表板的问与答输入
框。 这还在规划之中，但具体日程尚不可知。
对于任何给定的模型，可以分配给安全角色的 Azure AD 主体（即单个用户或安全组）的最大数量为 1,000。 若要
将大量用户分配给角色，请确保分配安全组，而不是单个用户。

有一个已知的问题，那就是当尝试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以前已发布过的内容时，将收到一个错误信息。 该场
景如下所示。

1. Anna 有一个已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且已配置了 RLS 的数据集。
2. Anna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更新报表并重新发布。
3. Anna 收到一个错误。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重新从 Power BI 服务中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文件，直到此问题得到解决。 可以通过选择“获取数据”
> “文件”来执行此操作。

问问：：  如果我以前在 Power BI 服务中为数据集创建了角色和规则会怎么样？ 如果我不执行任何操作，它们是否仍将
起作用？

答：答：  不能。 视觉对象将不会正确呈现。 你需要重新创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和规则，然后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问问：：  我是否可以为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创建这些角色？
答答︰︰  如果你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中，那么你就可以创建。 如果你正在使用实时连接，那么你将不能配置
Power BI 服务中的 RLS。 这是在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内部部署中定义的。

问：我能使用 RLS 限制用户可以访问的列或度量值吗？
答：答：  不能。 如果用户有权访问特定数据行，那么他们可以查看该行的所有数据列。

问问：：  RLS 是否允许我隐藏详细的数据，但提供对在视觉对象中汇总的数据的访问权限？
答：答：  不允许，你可以保护单个数据行，但用户始终可以查看详细信息或汇总的数据。



后续步骤

Power BI 服务行级别安全性 (RLS)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自定义工具提示
2018/6/27 • • Edit Online

自定义工具提示的方式

工具提示是向视觉对象上的数据点提供更多上下文信息和详细信息的一种巧妙方法。 下图展示了应用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图表的工具提示。

创建可视化效果时，默认工具提示会显示数据点的值和类别。 很多能够自定义工具提示信息的实例都非常有用，并
可向查看视觉对象的用户提供其他上下文和信息。 自定义工具提示可以指定显示为工具提示一部分的其他数据点。

若要创建自定义工具提示，只需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的字段字段框中，将字段拖动到工具提示工具提示存储桶，如下图所示。 下图
中，已将两个字段放入“工具提示”Bucke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ustom-tooltips.md


使用聚合或 Quick Calcs 自定义工具提示

将工具提示添加到字段框后，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的数据点上会在工具提示中显示这些字段的值。



可以通过选择聚合函数或选择工具提示工具提示存储桶中的字段旁的箭头，然后从可用选项中选择 Quick Calc 来进一步自
定义工具提示。

自定义工具提示工具提示的方法有很多，使用数据集中的任何可用字段都可向查看仪表板或报表的用户传达快速信息和见

解。



表格中的条件格式设置
2018/8/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通过表格的条件格式设置，可根据单元格值或其他值/字段指定自定义单元格颜色，包括使用渐变色。 也可用数据
条显示单元格值。

若要访问条件格式，请在 Powr BI Desktop“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字段”格中，选择要设置其格式的“值”格中值旁边的
向下箭头（或右键单击该字段）。 只能管理“字段”格的“值”区域中字段的条件格式。

以下各节逐一介绍了这些条件格式选项。 可在单个表列中使用一个选项或组合使用多个选项。

应用到表后，条件格式将替代应用到已进行条件格式设置的单元格的任意自定义表格样式。

若要从可视化效果中删除条件格式，只需再次右键单击该字段，并选择删除条件格式和要删除的格式类型即可。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ditional-table-formatting.md


背景色阶

选择“条件格式”和“背景色阶”后，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可通过将数据模型中的某一字段设置为“着色依据”，选择将其作为着色依据。 此外，可使用“汇总”值，为选定字段指
定聚合类型。 在“将颜色应用到”字段中指定要着色的字段，以便进行跟踪。只要选择一个数值作为格式设置的基
础，即可将条件格式应用于文本和日期字段。



根据根据规则规则着色着色

若要对给定值范围使用离散的颜色值，请选择“根据规则着色”。 若要使用色谱，请将“根据规则着色”保持为未选中
状态。

选择“根据规则着色”后，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值范围，每个范围使用一种设定的颜色。 每个值范围以“如果”值条件、
“和”值条件和一种颜色开头。



最小最小值值到最大到最大值值着色着色

使用给定颜色填充包含处于每个范围内的值的表单元格。 下图中包含三条规则。

示例表现如下所示：

可以配置最小值和最大值及其颜色。 如果选择“散射”框，还可以配置一个可选的“居中”值。



字体色阶

示例表现如下所示：

选择“条件格式”和“字体色阶”后，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此对话框类似于“背景色阶”对话框，但更改的是字体颜色而
不是单元格背景色。



数据条

示例表现如下所示：

选择“条件格式”和“数据条”后，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默认情况下，“仅显示数据条”选项处于未选中状态，因此表格单元格同时显示数据条和实际值。

如果“仅显示数据条”选项处于选中状态，表单元格将仅显示数据条。



    按字段值设置颜色格式

可以使用度量值或列指定一种颜色，或者使用文本值或十六进制代码，将该颜色应用于表或矩阵视觉对象的字体颜

色背景。 此外，还可以为给定字段创建自定义逻辑，使该逻辑向字体或背景应用所需的颜色。

例如，下表中包含与每个产品型号关联的颜色。

若要根据其字段值设置该单元格格式，可通过右键单击该视觉效果的“颜色列”选择“条件格式”对话框，在此例中，
选择菜单中的“背景色”。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格式设置依据”下拉区域中的“字段值”，如下图所示。

可对字体颜色重复该过程，生成的视觉对象使用颜色列中的纯色，如下面的屏幕中所示。

此外，还可以基于业务逻辑创建一个 DAX 计算，根据首选条件输出不同的十六进制代码。 这通常比在条件格式对
话框中创建多个规则更容易。 请考虑以下示例图像中的 ColorKPI。

然后，可通过以下方式设置“背景色”的字段值。



后续步骤

然后可获得类似以下矩阵的结果。

可以创建多个版本，只需动用你的想象力和一点 DAX 即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Power BI 中颜色格式设置的提示和技巧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按列排序
2018/7/31 • • Edit Online

更多深入分析的示例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你可以更改视觉对象的外观，方法是按不同的数据字段对其进行排
序。 通过更改视觉对象的排序方式，可以突出显示想要表达的信息，并确保视觉对象反映相关趋势（或重点）。

无论使用数值数据（如销售数据）还是文本数据（如州名），都可按所需的方式对可视化进行排序，并将其设置为所需

的外观。 Power BI 为你提供排序和快速菜单方面的灵活性。 在任何视觉对象上，选择省略号菜单 (...)，然后选择要
用作排序依据的字段，如下图所示。

让我们举个具有更多深入分析的例子，并了解该示例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工作方式。

以下可视化效果按制造商名称显示成本、数量和金额。 未进行任何进一步排序之前，可视化内容的显示效果如下。

视觉对象当前按 SalesQuantity 进行排序 - 可将降序条的颜色与图例相匹配来进行分辨，但还有种更好的方式来确
定当前排序列：视觉对象右上角的省略号菜单 (...)。 选择省略号时，将显示以下内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ort-by-column.md


选择要用于排序的列

选择排序顺序 - 最小到最大，最大到最小

当前排序字段为 SalesQuantity，以下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按 SalesQuantity 排序”以粗体显示，且包含黄色
条形。

当前排序方向为由小到大，如小图标 A/Z（A 在 Z 上方）和向下箭头所示。

下面两节将分别介绍排序字段和方向。

详细你已注意到“更多选项”菜单中“按 SalesQuantity 排序”旁边的黄色栏，它指示视觉对象按 SalesQuantity 列排
序。 按其他列进行排序非常简单 - 选择省略号以显示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其他列即可。

在下图中，我们选择了 DiscountAmount 作为排序依据列。 此列恰好是视觉对象中的一行，而不是其中的某栏。 选
择“按 DiscountAmount 排序”后的外观效果如下。

请注意视觉对象的更改方式。 现在，这些值从最高到最低 DiscountAmount 值排列，在此视觉对象中即为
Fabrikam Inc. 到 Northwind Traders。

但如果想要按升序（而非降序）进行排序，该怎么办呢？ 下一部分展示了此操作是多么的简单。

如果更仔细地查看上图中的“选项”菜单，可以注意到“按 DiscountAmount 排序”旁的图标显示了 Z/A（Z 在 A 上
方）。 来看一下：



显示 Z/A 时，表示视觉对象正在依据所选列按最大值到最小值的顺序进行排序。 想要进行更改？ 毫无问题 - 只需
点击或单击 Z/A 图标，它就会将排序顺序更改为 A/Z 并按从最大值到最大值对视觉对象进行排序（基于所选列）。

还是相同的视觉对象，这次可点击“按 DiscountAmount 排序”菜单项上的 Z/A 图标来更改其排序顺序。 请注意，现
在，Northwind Traders 是列出的第一个制造商，而 Fabrikam Inc. 是最后一个 - 与之前排序相反。

可按视觉对象中的任意列进行排序 - 点击“按 SalesQuantity 排序”，即可将“SalesQuantity”选作排序依据列，以便
首先显示销售量最大的制造商，同时使视觉对象中的其他列仍对应于相应制造商。 下面来看看具有这些设置的视
觉对象。



使用“排序依据列”按钮进行排序
对数据进行排序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使用“建模建模”功能区中的“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

此排序方法要求你从“字段字段”窗格中选择一个列，然后选择“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来选择（通过哪一列）对视觉对象进行
排序的方式。 必须选择要从“字段字段”窗格中进行排序的列（字段）才能启用“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否则此按钮处于非活
动状态。

下面介绍一个常见示例：假设你拥有来自一年中每个月的数据，并想按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排列。 以下步骤演示了操
作过程。

1. 首先，请注意，如果选择了视觉对象但没有选择“字段字段”窗格中的列，“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将处于非活动状态
（灰色）。



2. 在选择所需的排序依据列时，“字段字段”窗格中的“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将变为活动状态。

3. 选择视觉对象后，即可选择“MonthOfYear”，而不是默认值 (MonthName)，这样，视觉对象就会按所需顺序
（按月份）进行排序。



返回默认列进行排序

就是这么简单。 请记住，必须选择“字段字段”窗格中的列，以使“排序依据列排序依据列”按钮变为活动状态。

可按所需的任意列进行排序，但有时你可能也会想要将视觉对象返回到其默认的排序列。 没问题。 对于包含已选
排序列的视觉对象（如上所述，在省略号菜单中，已选排序列旁有一个黄色条形），打开“更多选项”菜单并再次选择
该列，可视化内容即会返回其默认排序列。

例如，下面是先前的图表：

返回菜单并再次选择“SalesQuantity”后，视觉对象默认按“制造商”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图所示。



有如此多可用于排序视觉对象的选项，创建所需图表或图像轻而易举。



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
2018/8/6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手机设计报表页布局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时，通过创建专用于手机的报表版本，可以改善在手机的移动应用中使用此报
表的体验。 通过重新排列和调整视觉对象（或许不包括所有视觉对象）可以为手机调整报表，以便获得最佳体
验。 此外，还可以创建响应式视觉对象和响应式切片器，它们可以流畅地重设大小，以供在手机上显示。 另外，
如果向报表添加筛选器，这些筛选器会自动显示在手机报表中。 报表阅读者可以查看它们，并使用这些筛选器
筛选报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后，可以针对手机对其进行优化。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2. 在“视图”选项卡上，选择“手机布局”。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reate-phone-report.md


NOTENOTE

你会看到空白手机画布。 原始报表页上的所有视觉对象将列在右侧的“可视化效果”窗格中。

3. 要将视觉对象添加到手机布局中，请将它从“可视化效果”窗格拖动到手机画布中。

手机报表使用网格布局。 在将视觉对象拖动到移动画布时，它们将与该网格对齐。

可以将部分或全部主报表页面视觉对象添加到手机报表页。 每个视觉对象仅可添加一次。

4. 就像调整仪表板和移动仪表板上的磁贴一样，你也可以在网格上调整视觉对象大小。

手机报表网格可在不同型号的手机间缩放，因此，报表在小屏幕和大屏幕手机上的效果都很好。



  将视觉对象优化为适应任意大小

可以将仪表板或报表中的视觉对象设置为响应式，即动态缩放，尽可能显示最多的数据和见解，无论屏幕大小如

何。

在视觉对象缩放时，Power BI 会优先确保显示数据视图。例如，自动删除填充，并将图例移至视觉对象顶部，这
样即便视觉对象变小，也仍可提供信息。



创建手机报表布局时的注意事项

从手机布局中删除视觉对象

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为每个视觉对象启用响应式设置。 详细了解如何优化视觉对象。

对于多页报表，可以优化全部或部分页面。

如果已定义报表页的背景色，则手机报表将具有相同的背景色。

无法为特定手机修改格式设置。 主布局和移动布局之间的格式一致。 例如，字体大小是相同的。
要更改视觉对象（例如更改其格式、数据集、筛选器或任何其他属性），请返回到常规报表创作模式。

Power BI 在移动应用中提供手机报表的默认标题和页面名称。 如果你已在报表中创建了标题和页面名称的
文本视觉对象，请考虑不将它们添加到手机报表中。

要删除视觉对象，请单击手机画布上的视觉对象右上角的 X，或将其选中，然后按“删删除除”。

在这一部分，删除视觉对象只将其从手机布局画布中删除。 视觉对象和原始报表不受影响。



增强切片器功能，使其在手机报表中正常运行

发布手机报表

在手机上查看优化和未优化的报表

切片器提供在画布上筛选报表数据的功能。 在常规报表创作模式下设计切片器时，可以修改某些切片器设置以
使其在手机报表中更易于使用：

确定报表读取器仅可以选择一个还是可以选择多个项。

在切片器周围放置一个框，以使报表更易于扫描。

使切片器呈垂直、水平或响应式。

如果将切片器设置为响应式，则在改变它大小和形状时，它显示更多或更少的选项。 它可以是调高、调短、调宽
或调窄。 如果将其调整得足够小，它将变为报表页上的一个筛选器图标。

详细了解有关创建响应式切片器的信息。

要发布报表的手机版本，请将主报表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同时发布手机版本。

阅读有关 Power BI 中的共享和权限 的详细信息。

在手机上的移动应用中，Power BI 将自动检测优化和未优化手机报表。 如果存在优化的手机报表，Power BI 手
机应用将自动在手机报表模式下打开报表。

如果没有更适合在手机上显示的报表，报表会以未优化的横向视图打开。



后续步骤

对于手机报表，将手机屏幕方向更改为横向后，无论报表优化与否，都会在包含原始报表布局的未优化视图中打

开报表。

如果只优化了某些页，读取器将看到纵向视图中的消息，指示该报表可提供横向视图。

报表读取器可使手机转向一侧，以查看横向模式页。 详细了解如何与更适合在手机上显示的 Power BI 报表进行
交互。

在 Power BI 中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查看针对你的电话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报表
创建优化为适应任意大小的响应式视觉对象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查看数据”和“查看记录”功
能
2018/7/31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看数据”功能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深入了解可视化效果的详细信息，并能查看选定视觉对象的基础数据或单个数据记录
的文本表示形式。 这些功能有时亦称为“单击后了解详细信息”、“深入了解”或“深入了解详细信息”。

可以使用“查看数据”功能查看选定可视化效果使用的值文本，也可以使用“查看记录”功能查看某个选定记录或数据
点的所有数据。

“查看数据”和“查看记录”仅支持以下可视化效果类型：

条形图

柱形图

环形图

着色地图

漏斗图

地图

饼图

树状图

“查看数据”显示基础可视化效果数据。 在选择可视化效果后，“查看数据”出现在功能区的“可视化工具”部分中的“数
据/钻取”选项卡内。

此外，还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可视化效果，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显示数据”；或者通过选择可视化效果右上角
的“更多选项”省略号 (...)，然后选择“显示数据” 来查看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ee-data-see-records.md


NOTENOTE

  

必须将鼠标悬停在视觉对象中的数据点上方，才能在右键单击后看到菜单。

当选择“查看数据”或“显示数据”，Power BI Desktop 画布将显示视觉对象和数据的文本表示形式。 在“水平视图”中，
视觉对象显示在画布的上半部分，数据显示在下半部分。



可以通过选择画布右上角的图标，在“水平视图”和“垂直视图”之间切换。

若要返回报表，请选择画布左上角的“< 返回报表”。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看记录”功能

NOTENOTE

还可以重点关注可视化效果中的一个数据记录，然后深入了解此记录的数据。 若要使用“查看记录”，选择可视化效
果，然后选择功能区“可视化工具”部分“数据/钻取”选项卡中的“查看记录”，然后选择数据点或可视化效果上的行。

如果功能区中的“查看记录”按钮处于禁用状态并灰显，则意味着所选可视化效果不支持“查看记录”。

此外可以右键单击数据元素，并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查看记录”。



NOTENOTE

后续步骤

当选择某个数据元素的“查看记录”，Power BI Desktop 画布会显示与所选元素相关联的所有数据。

若要返回报表，请选择画布左上角的“< 返回报表”。

“查看记录”具有以下限制：

无法更改“查看记录”视图中的数据并将其保存回报表。
如果视觉对象使用计算度量值，不能使用“查查看看记录记录 ”。
连接到实时多维 (MD) 模型时无法使用“查看记录”。

Power BI Desktop 提供各种报表格式和数据管理功能。 请参阅下列资源，其中列举了部分示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分组和装箱



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使用网格线、与网格对齐、z 顺序、对齐和分布



设计报表和视觉对象的最佳做法
2018/8/6 • • Edit Online

简介

NOTENOTE

背景知识和术语概述

生成第一个可视化效果前重点了解需求

我们发布了经过改进的新版 Power BI 导航和内容体验，我们正在更新所有文档。 此页面上的信息和屏幕截图可能
与实际屏幕上的内容不一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导航 Power BI 服务。

本白皮书介绍了有关如何在 Power BI 中设计报表的最佳做法。 它从规划入手，介绍了可应用于报表及其页面和各
个视觉对象的设计原则。 其中许多最佳做法同样适用于设计仪表板。

我们希望你可以本白皮书为起点，将所掌握的知识活学活用，设计你自己的报表和可视化效果，同时访问

community.powerbi.com 继续相关交流。 BI 报表设计和可视化效果用法是最近的热门话题，许多舆论导向者、博
主和网站都对本主题进行了有广度、有深度的探究（我们在本文末尾处列出了几个示例）。

本白皮书中的建议是你在适用情况下遵循的准则。 对于下述每个原则，通常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能“违反规则”。

信息让我们不知所措，不是因为信息太多，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让信息为自己所用。 -- Stephen Few

在 Power BI 中，报表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报表页面，所有页面一起统称为报表。 报表的基本元素包括视觉对象（亦称
为“可视化效果”）、独立图像和文本框。 从各个数据点到报表元素，再到报表页面本身，有数不清的格式选项可供选
择。

我们将先介绍报表规划阶段，接着介绍基本的报表设计原则，然后介绍视觉对象设计原则，最后介绍各种视觉对象

类型的最佳做法。

有关生成和使用 Power BI 报表的详细指南和说明，请访问 powerbi.com 中的“学习”。

报表生成工作在生成第一个视觉对象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优质的报表需要提前规划。 请了解需要处理哪些数据，并
记下要满足的报表需求。 仔细想想，业务需求是什么？此类数据的使用方式是什么？读者是谁？ 要回答的一个关
键问题是，读者希望能够根据此报表做出哪些决策？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的设计方向。 每个报表都需要向读者传达信息。 请确保所传达的信息能够满足业务需
求。 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添加提供引人注目的见解的视觉对象，但如果这些见解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报表就是没
用的，实际上这些视觉对象可能会分散用户注意力。 此外，你可能会发现，无法从此类数据中获得做决策时所需的
信息。 这样的报表能用来衡量所需指标吗？

报表可用于监视、发现、跟踪、预测、衡量、管理、测试等用途。 例如，如果业务需求是要生成可衡量业绩的销售报
表，可以采用如下报表设计：着眼于当前销售额，与之前的销售额进行对比，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添加一些可触发

警报的 KPI。 读者可能会深入了解销售数据，以发现可能会影响销售额的店面关闭或供应链问题。 还有一种深入了
解的方式是按商店、地区、产品、季节等因素查看销售额。

请了解使用报表的客户，使用客户熟悉的术语设计数据细化和复杂程度与客户的认知水平相当的报表。 客户类型
不止一种？ 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可以根据专业知识类别设计单独的报表页面。请务必为每个页面添加
明确的标签，以便客户可以自行识别。 也可以使用切片器，以便客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页面。 请在规划阶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best-practices.md


报表设计原则

布局布局  -  - 报报表画布表画布

对齐对齐、有序和、有序和邻邻近区域近区域

仔细考虑客户需求，避免生成自以为客户需要的报表的错误做法。 请做好重新开始和不断迭代的准备。

在确认业务需求、客户以及要添加的指标后，下一步是选择合适的视觉对象传达信息，并尽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呈

现这些视觉对象。 这涉及很多方面，我们将从一些基本的报表设计原则入手。

报表页面的空间有限，最困难的就是要在此空间内呈现所需的全部元素，同时还易于读者理解。 亦不能漠视“美
观”的价值所在。 关键是要在美观和实用性之间找到平衡。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布局、清晰度和美观。

报表画布的空间有限。 如果无法在一个报表页面上呈现所有元素，请将报表划分成多个页面。 报表页面可针对特定
的受众（例如，HR、IT、销售人员、SLT）或业务问题（例如，缺陷对我们的故障时间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市场
营销活动对人气有什么影响？），或用于渐进式传达信息（例如，第 1 页为概述或引人注目的引子，第 2 页继续传达
数据信息，第 3 页深入传达数据信息等）。 如果使用一个页面就能呈现整个报表，那太棒了。 如果不能，请创建对内
容进行逻辑分块的各个报表页面。 另外，别忘了为页面命名有意义的实用名称。

想想我们是如何布置美术馆的。 你不会将 50 幅艺术作品放在一个小房间内，也不会在房间里放满椅子，更不会每
面墙涂不同的颜色。 作为管理者，你只会选择主题相同的艺术作品，将它们陈列在空间足以访客走动和思考的房
间内，并放置描述艺术作品概况的信息卡。 这就是大多数现代美术馆采用素色墙面的原因所在！ 对于本文，我们
将从有多处需要改进的示例报表入手。 在我们遵循最佳做法和设计原则修改报表后，我们的报表将会有所改进。

图 1：此报表页面非常难看，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上述示例存在许多与空间相关的（布局）设计问题，具体如下：

对齐、有序和邻近区域

空间和排序使用不当

杂乱无章

报表元素的布局不仅会左右读者对报表的理解，还是读者浏览报表页面时的导引。 元素的布置方式也在向读者传
达信息。 信息可能是“从这里开始查看，然后查看这里”，也可能是“这 3 个元素彼此相关”。

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从左往右、从上往下进行浏览。 请将最重要的元素放置在报表左上角。 其他视觉对象的
排列方式要有助于读者有逻辑地浏览和理解信息。

将需要读者选择的元素置于受读者选择影响的可视化效果的左侧：例如，切片器。

将相关元素置于邻近位置；邻近区域内的元素相关。



对齐对齐

另一种表示关系的方法是在相关元素周围添加边框或颜色背景。 相反，添加分隔条可以区分报表的不同部分。
使用空白区域在视觉上对报表页面的各部分进行分块。

填满整个报表页面。 如果发现有大量额外的空白区域，请放大可视化效果或缩小画布。
精心调整报表元素大小。 不要通过可用空间大小来决定可视化效果大小。
让重要元素大于其他元素，或添加视觉元素（如箭头），以吸引读者注意力。

在报表页面上以对称方式或精心设计的不对称方式对齐元素。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对齐。

对齐并不意味着不同组件的尺寸必须相同，也不是说报表上的每一行都必须有相同数量的组件。 只是说，页面采
用有助于读者浏览和提高可读性的结构。

在下面的更新报表中，我们会发现报表组件现在采用两端对齐，并且每个报表行也都采用水平对齐和垂直对齐。

切片器位于受其影响的视觉对象的左侧。

图 2：改进并修改了难看的示例报表的布局

Power BI 提供帮助你对齐视觉对象的工具。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如果选择多个视觉对象，可以使用“视觉对
象”功能区选项卡上的“对齐和分布”选项来对齐视觉对象。

图 3：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对齐视觉对象



填填满满整个空整个空间间

调调整整页页面尺寸面尺寸

在联机 Power BI 和 Power BI Desktop 中，还可以使用格式窗格上的“常规”选项卡精确控制所有视觉对象的大小和
位置：

图 4：设置视觉对象的确切位置

在我们的示例报表页面（图 2）中，2 张卡片和一个大边框的“X 位置”设置为 200。

请充分利用现有空间。 如果已确定报表的查看/显示方式，请在设计时注意这一点。 减少空白区域，填满整个画布。
尽量不要对各个视觉对象使用滚动条。 在填满整个空间的同时，确保视觉对象看起来没有狭促感。

缩小页面后，各个元素相对于整个页面就会放大。 为此，可取消选择页面上的所有视觉对象，然后使用格式窗格中
的“页面尺寸”选项卡。

下面展示的报表页面先是采用了 4:3 的页面宽高比，然后采用了 16:9 的页面宽高比。 请注意，布局更适应 16:9。
空间足够，可以从第二个视觉对象中删除滚动条。

图 5a：采用 4:3 页面宽高比的报表



整整齐齐有序有序

图 5b：采用 16:9 页面宽高比的报表

你的报表是采用 4:3、16:9，还是其他宽高比？ 小屏幕还是大屏幕？ 还是要适应所有可能的屏幕宽高比和尺寸？
请在设计时注意这一点。

我们的示例报表页面看起来有点狭促。 在未选择任何视觉对象的情况下，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打开格式窗格。 展
开“页面尺寸”，然后将“高度”更改为 900。

图 6：增加页面高度

杂乱无章的报表页面很难一眼就理解，甚至可能会令读者感到不知所措，干脆不看。 请删除所有不必要的报表元
素。 不要添加对信息理解或浏览没有促进作用的附加项。 报表页面必须尽可能明确、快速、一致地传达信息。

Edward Tufte 在他的《定量信息的视觉显示》一书中将这称为“数据/墨迹比率”。 其实就是删除所有不必要的内容。

让内容整齐有序会增加报表页面上的空白区域，让你有更多实际空间来遵循上述“对齐、有序和邻近区域”部分中介
绍的最佳做法。

此时，我们的示例报表已经美观多了。 我们已让内容整齐有序许多，并添加了形状对元素进行分组。 我们删除了背
景图像以及不必要的箭头形状和文本框，并将一个视觉对象移至报表中的另一页面，等等。我们还延长了页面，增

加了空白（黄色？）空间。



信息信息传传达一目了然达一目了然

文本框文本框

图 7：难看的示例报表变得整齐有序

总体测试应为，在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无需其他人说明解释即可快速理解报表。 读者应能够在快速概览后
迅速获取页面以及每个图表/表所要传达的信息。

在查看报表时，读者应首先注意到你希望他们看到的元素，然后继续从左往右从上往下进行扫视。 通过添加文本框
标签、形状、边框、字号和颜色等视觉提示可以更改此行为。

有时，可视化效果的标题不足以传达信息。 请添加文本框，向报表读者传达信息。 文本框可以描述报表页面、一组
视觉对象或单个视觉对象。 可用于阐述结果或更好地定义视觉对象、视觉对象中的组件或视觉对象之间的关系。
文本框可用于根据文本框中突出显示的不同条件来吸引读者注意力。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文本框”。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插入”功能区中的“文本框”。）

图 8：添加文本框

在空框中键入内容，然后使用底部控件设置字体、字号、对齐方式等。 使用图柄可调整文本框的大小。

图 9：设置文本框格式

不过，也不要矫枉过正！ 如果报表上有太多的文本，会分散读者对视觉对象的注意力。 当你发现报表页面需要大



文本文本

形状形状

量文本才能被读者理解时，请重新开始。 能否选取其他视觉对象来更好地传达信息？ 能否调整视觉对象的原生标
题，使其更易于理解？

请创建文字样式指南，应用于所有报表页面。 只选取少量字体、字号和颜色。 此样式指南不仅可应用于文本元素，
还可用于为可视化效果的标题和标签选择字体（见下文中的“可视化效果的标题和标签”）。 请设置规则，规定何时
使用粗体、斜体、特定颜色、增大字号等。 尽量避免全部字母大写或使用下划线。

形状也有助于信息浏览和理解。 使用形状可以将相关信息归到一起、突出显示重要数据，还可以使用箭头引导读
者视线。 形状有助于读者了解从何处开始查看以及如何理解报表。 在设计术语中，这通常称为 对比。

图 10a：Power BI 服务中的“形状”

图 10b：Power BI Desktop 中的“形状”

我们的示例页面现在看上去怎么样？ 图 11 展示的页面更加清晰明确、整齐有序，其中字体、字号和颜色的使用一
致。 左上角的页面标题对页面进行了介绍。



颜颜色色

背景背景

图 11：应用了文本指南并添加了标题的示例报表

在示例报表中，报表页面标题添加在左上角，即读者首先注意到的位置。 标题的字号为 28，字体为 Segoe Bold，
有助于与页面的其余内容区分开来。 我们的文本样式指南要求无背景、黑色标题、图例和标签，应用于页面上的所
有可编辑视觉对象（组合图坐标轴和标签不可编辑）。 此外：

卡片：将“类别标签”设置为“关”，将“标题”设置为“开”，将文本样式设置为 12 磅、黑色、居中。
视觉对象标题：如果启用，将文本样式设置为 12 磅、左对齐。
切片器：将“标头”设置为“关”，将“标题”设置为“开”。 保留“项” > “文本”设置，即为灰色和 10 磅。
散点图和柱形图：如果使用，将 X 轴和 Y 轴以及对应标题设置为黑色字体。

使用颜色是为了保持一致性。 我们将在下文中的“可视对象设计原则”中详细介绍颜色。 不过，在这一部分中，我们
指的是精心选择颜色，确保颜色不会干扰读者快速理解报表。 过多明亮的颜色会妨碍理解。 这一部分更侧重于颜
色使用禁忌。

设置报表页面的背景时，请选择不会令报表黯然失色、与页面上的其他颜色不冲突或一般不会引起眼部不适的颜

色。 请注意某些颜色内在的固有含义。 例如，在美国，如果在报表中使用红色，通常会被理解为“不好”。

图 12：设置报表背景



你不是要创作艺术作品，而是要生成功能报表。 请选择可提高可读性并突出报表元素的颜色。

调查网页中颜色和可视化效果的使用情况后发现，颜色对比度越高，理解速度就越快（请参阅文本和背景色对网页

视觉搜索的影响和确定用户对网页视觉复杂度和审美特征的看法）。

我们已在下面的示例报表（图 20 和 21）中应用了一些有关颜色的最佳做法。 最明显的是，我们将背景色改成了黑
色。 黄色太明亮，会引起眼部不适。 此外，“按年份和奖牌等级划分的运动员姓名计数”图表上的黄色条部分会与黄
色背景融为一体。 使用黑色（或白色）背景可实现最高对比度，让视觉对象成为焦点。

下面是我们为了改进示例报表所执行的其他步骤：

页面标题

当我们将背景更改为黑色时，标题会消失，因为文本框字段只允许黑色字体。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改为添加文本框
标题。 选择文本框后，清除文本，然后在“可视化效果”选项卡中选择“标题”，将其设置为“开”。 选择箭头以展开“标
题”选项，在“标题文本”字段中键入“夏季奥运会”，然后选择白色作为“字体颜色”。

图 13：添加页面标题

卡片

对于卡片视觉对象，打开格式窗格（滚动油漆刷图标），然后将“背景”设置为“开”。 选择白色，透明度为 0%。 然后，
将“标题”设置为“开”，选择白色作为“字体颜色”，选择黑色作为“背景色”。

切片器

到目前为止，两个切片器的格式不同，没有任何设计意义。 对于这两个切片器，请将背景色更改为水绿色。 最好选
择水绿色，因为着色地图、树状图和柱形图使用了这种颜色，进而页面调色板中也有这种颜色。

图 14：更改切片器背景色

添加细白框。



图 15：为切片器添加边框

由于在水绿色背景上灰色字体显示不清，因此，请将“项”颜色更改为白色。

图 16：更改切片器字体颜色

最后，在“标题”下方，将“字体颜色”更改为白色，并添加黑色作为“背景色”。

图 17：设置切片器标题格式

矩形

矩形也会与黑色背景融为一体。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选择矩形，然后在“设置形状格式”窗格中，将“背景”设置
为“开”。



图 18：设置形状格式

柱形图、气泡图、着色地图和树状图

为报表页面上的其余视觉对象添加白色背景。 在格式窗格中，展开“线”选项，然后将“线条颜色”设置为白色，并
将“线条粗细”设置为 3。

图 19：为其余可视化效果添加白色背景

图 20：应用了颜色最佳做法（黑色背景）的示例报表



美美观观

可视对象设计原则

规规划划  -  - 选择选择合适的合适的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图 21：应用了颜色最佳做法（白色背景）的示例报表  

上文已介绍我们要考虑的大部分美观问题，如对齐、颜色、字体选择、让内容整齐有序。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有关报
表设计的最佳做法值得介绍，这些最佳做法针对的是报表的整体外观。

请注意，报表旨在满足业务需求，而不是为了追求美观。 不过，追求一定程度的美观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涉及
第一印象时。 Nashville 顾问 Tony Bodoh 解释道：“情绪先于逻辑产生。” 读者首先对报表页面有情绪反应，然后才
会花更多时间深入了解。 如果页面看起来杂乱无章、令人困惑、不专业，读者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它要传达的重要信
息。

TDI 博主和 TechTarget 行业分析师 Wayne Eckerson 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 设计报表就像是在装饰房间。 随着
时间的推移，你会购买花瓶、沙发、茶几、油画。 所有这些元素单看起来你都很喜欢。 尽管选定的每个元素都有意
义，但将这些对象放在一起来看便会产生冲突或分散注意力。

请集中精力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通用报表主题或外观，并将其应用于所有报表页面

使用独立图像和其他图形来帮助传达信息，而不分散读者注意力

应用本文到目前为止介绍的所有最佳做法。

我们已经介绍了报表设计原则，即如何布置报表元素，以便读者能够轻松快速地获取报表所要传达的信息。 现在，
我们将了解视觉对象本身的设计原则。 然后，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深入了解各个视觉对象，以及与一些更常用视
觉对象类型有关的最佳做法。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暂时不看示例报表页面，而是看看其他示例。 在了解可视对象设计原则后，我们将重新回到示
例报表页面，并应用我们所掌握的最佳做法（按分步说明操作）。

每个视觉对象同样需要规划，就像开始生成报表前的规划一样重要。 仔细想想，我要通过这个视觉对象传达什么信
息？ 然后确定哪种类型的视觉对象能够最形象地传达信息。 虽然可以条形图的形式显示销售周期进度，但瀑布图
或漏斗图是不是更形象？ 有关这方面的帮助，请参阅本白皮书的最后一部分“视觉对象类型和最佳做法”，其中介
绍了与一些更常用视觉对象类型有关的最佳做法。 经常出现的状况是，选择的第一个视觉对象类型到头来不是最
佳选择，不必对此感到惊讶。 请尝试多种视觉对象类型，看看哪个才是最佳选择。



选择选择合适的度量合适的度量值值

反映事反映事实实 //不歪曲事不歪曲事实实

了解分类数据和定量数据的区别，知道哪些视觉对象类型最适用于哪些数据类型。 定量数据通常称为“度量值”，一
般是数值。 分类数据通常称为“维度”，可进行分类。 下面的“选择合适的度量值”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介绍。

避免只出于让报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目的而使用花哨或更复杂的视觉对象类型。 只需选择能够传达信息的最简单
选项即可。 水平条形图和简单的折线图就能快速传达信息。 这两种类型的图表为人们所熟悉，大多数读者都可以
轻松理解。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多数读者都是从左往右和从上往下进行阅读，因此可以快速扫视和理解这两种类
型的图表。

你选择的视觉对象是否需要通过滚动才能传达信息？ 请尽量避免使用滚动条。 尝试应用筛选器和层次结构/向下
钻取。如果还是无法避免使用滚动条，请考虑选择其他类型的视觉对象。 如果一定要使用滚动条，水平滚动比垂直
滚动更易于被接受。

即使你的选择绝对是最适合传达相应信息的视觉对象，也仍可能需要借助其他元素的力量。 这就是需要设置标签、
标题、菜单、颜色和字号的原因所在。 我们稍后将在“设计元素”部分中介绍这些设计元素。

视觉对象传达的信息是否引人入胜？ 这重要吗？ 不要为了构建视觉对象而构建视觉对象。 你或许会认为数据传达
的信息非常吸引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要害怕重新开始来尝试更吸引人的信息传达方式。 或者，信息传达方式不
是最佳，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

例如，假设你想要衡量销售经理的业绩。 为此，你会使用什么度量值呢？ 最好的度量方式是以总销售额/总利润、
同比增长，还是以目标实现率为依据呢？ 销售人员 Sally 可能创造了最大的利润，如果你在条形图中按销售人员划
分总利润，相比其他销售人员，她将成为销售之星。 不过，如果 Sally 的销售成本（差旅费、运费、制造成本等）也非
常高，仅以销售额为依据并不是传达信息的最佳方式。

构建的视觉对象可能会歪曲事实。 有一个网站，上面全是数据狂热分子共享的“歪曲事实”视觉对象。 评论中的常
见主旋律是，对创建并分发此类视觉对象的公司感到十分失望。 这也是在暗示无法信任这些公司。

因此，不要创建有意歪曲事实以及按你的要求传达信息的视觉对象。 示例如下：

图 22：歪曲事实的图表

在此示例中，好像 4 家公司之间的差距巨大，而且公司 B 的业绩要远远高于其他 3 家公司。 但请注意，X 轴并不是
从 0 开始，所以各家公司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就在误差范围之内。 下面是数据相同但 X 轴从零开始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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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整整视觉对视觉对象，最大限度地利用空象，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间

图 23：反映事实的图表

读者往往认为 X 轴是从零开始的。 如果你决定不从零开始，请不要歪曲事实，考虑添加视觉提示或文本框，提醒读
者注意这一非常规做法。

选择类型和度量值并创建视觉对象后，是时候微调外观以达到最佳效果了。 本部分介绍了：

布局、空间和尺寸

文本元素：标签、批注、菜单、标题

排序

可视交互

颜色

如果要尝试在报表中显示多个图表，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墨迹比率将有助于突出显示要传达的数据信息。如上所
述，Edward Tufte 首创“数据/墨迹比率”这一概念，即以从图表中删除尽可能多的标记为目标，同时还不影响读者对
数据的理解。

在下面的第一组图表中，有多余的坐标轴标签（“2014 年 1 月”、“2014 年 4 月”等）和标题（“按日期”）。 每个图表的
标题还需要占用图表中的专用水平空间。 通过删除图表标题和启用各个坐标轴标签，我们减少了一些墨迹，更好
地利用了整体空间。 还可以删除前两个图表的坐标轴标签，进一步减少墨迹，为数据腾出更多空间。

如果你想要突出显示特定时间段，可绘制线条或矩形作为所有图表的背景，这样有助于引导读者上下浏览并比较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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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改进前

图 25：改进后

启用和禁用坐标轴标题的具体操作

选择视觉对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然后打开格式窗格。 展开“X 轴”或“Y 轴”选项，然后将“标题”的滑块拖
至“开”或“关”。

图 26：启用和禁用坐标轴标题

启用和禁用坐标轴标签的具体操作

选择视觉对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然后打开格式窗格。 “X 轴”和“Y 轴”旁边为滑块。 拖动滑块来启用或禁用坐标轴
标签。

图 27：启用和禁用坐标轴标签

如果启用了“数据标签”，可能需要禁用 Y 轴标签。



可可视视化效果的化效果的标题标题和和标签标签

删除视觉对象标题的具体操作

选择视觉对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然后打开格式窗格。 将“标题”的滑块设置为“关”。

图 28：从视觉对象中删除标题

请考虑读者是如何查看报表的，并确保视觉对象和文本的大小和颜色深浅足以方便读者阅读。 如果页面上有一个
比例较大的视觉对象，读者可能会认为它是最重要的。 请在视觉对象之间留有足够的空白区域，让报表看起来整
齐有序、易于理解。 对齐视觉对象有助于引导读者视线。

调整视觉对象大小的具体操作

选择视觉对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 捕捉并拖动其中一个图柄来调整大小。

图 29：调整视觉对象大小

移动视觉对象的具体操作

选择视觉对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 选择并按住视觉对象中间顶部的控制手柄条，将视觉对象拖到新位置上。

图 30：移动视觉对象

请确保标题和标签清晰可辨、直观明了。 标题和标签中的文本必须采用最适合的字号，以及可突出显示的颜色（如
黑色，而不是默认的灰色）。 还记得我们的样式指南（见上文中的“文本”）吗？ 请限制颜色和字号的数量。太多不同
的字号和颜色会让页面看起来有狭促感，且令人困惑。 请考虑对报表页面上所有视觉对象的标题使用相同的字体
颜色和字号，并对报表页面上的所有标题使用相同的对齐方式。

格式窗格

若要执行下列各项格式调整，请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来打开格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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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打开格式窗格

然后，选择要调整的视觉对象元素，并确保将其设置为“开”。 可视对象元素示例包括“X 轴”、“Y 轴”、“标题”、“数据
标签”和“图例”。 以下示例展示了“标题”元素。

图 32：设置视觉对象的标题格式

设置字号

可调整标题和数据标签的字号，但无法调整 X 轴/Y 轴或图例的字号。 对于数据标签，具体来说，在确定最适合的报
表数据细化程度前，可以轻率对待“显示单位”和“小数位数”。

设置文本对齐方式

标题对齐方式包括左对齐、右对齐和居中对齐。 请选择一种对齐方式，然后将同样的设置应用于页面上的所有视觉
对象。

设置文本位置

可以调整某些 Y 轴和图例的文本位置。 无论如何选择，请对页面上的其他 Y 轴和其他任何图例执行相同的操作。

设置标题和标签长度

请调整标题、坐标轴标题、数据标签和图例的长度。 如果你决定显示其中任何元素，请调整长度（以及字号），以确
保元素不会被截断。 对于“标题”和“图例”，需要设置的是“标题文本”，你可以在其中键入视觉对象上实际显示的标
题。 对于“X 轴”和“Y 轴”，需要设置的是“样式”，你可以在其中的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对于“数据标签”，需要设置
的是“显示单位”和“小数位数”。 使用“显示单位”下拉列表可选择度量单位，包括“百万”、“千”、“无”、“自动”等。使
用“小数位数”字段可以指示 Power BI 显示多少位小数。

设置文本颜色

可以调整标题、坐标轴和数据标签的文本颜色。

在本白皮书的前面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如何向报表页面添加文本框。 有时，可视化效果的标题不足以传达信息。 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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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对视觉对象中使用的象中使用的颜颜色色

加文本框可以向报表读者传达其他信息。

为了防止报表页面看起来太有狭促感或太令人困惑，请使用一致的文本框字体、字号、颜色和对齐方式。 若要调整
文本框中的文本，请选择文本框调出格式菜单。

图 33：设置文本框中的字体格式

若要更快速地提供见解，真正简单的方式是设置视觉对象排序。 例如，按升序或降序对条形图中的值进行排序，可
快速显示重要的增量信息，而无需占用更多实际空间。

若要对图表进行排序，请依次选择图表右上角的省略号（...）和“排序”，然后选择要作为排序依据的字段和排序方
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视觉对象的排序方式。

Power BI 最具吸引力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够修改图表的相互交互方式。 默认情况下，图表可交叉突出显示。也就是
说，在你选择数据点后，其他图表中的相关数据会变亮，而不相关的数据则会变暗。 可以替换此行为，将任何图表
用作真正的筛选器，从而节省页面上的实际空间。 为此，请选择菜单栏中的“视觉对象交互”。

图 34：视觉对象交互

然后，对于页面上的每个视觉对象，确定要让选定视觉对象进行筛选、突出显示，还是不执行任何操作。 并非所有
视觉对象都可以突出显示。对于无法突出显示的视觉对象，突出显示控件将不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视觉对象交互。

对于刚接触 Power BI 的读者，可能一下子还不知道可以单击报表与之交互。 请添加文本框，帮助他们了解可以单击哪些对象
来获取更多见解。

在本白皮书的前面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务必要对报表中使用的颜色进行提前规划。 本部分介绍的内容会有一些重
复，但主要侧重的还是各个视觉对象中使用的颜色。 原则同样适用：使用颜色可以使报表成为一个整体，并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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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NOTE

显示重要数据，以及促进读者对视觉对象的理解。 太多不同的颜色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不知道该从何处
开始看起。 不要为了追求美观而牺牲读者对信息的理解。 只添加可促进理解的颜色。

了解受众和颜色内在的固有含义规则。 例如，在美国，绿色通常表示“好”，红色通常表示“不好”。

本主题分为：

1. 数据颜色
2. 数据标签颜色
3. 分类值的颜色
4. 数字值的颜色

使用颜色突出显示读者感兴趣的数据

使用颜色的最简单方法是，更改一个或多个数据点的颜色来吸引读者注意力。 在下面的示例中，4 年一届的夏季奥
运会和 2 年一届的冬季奥运会的颜色不同。

图 35：使用颜色传达信息

可以在格式窗格的“数据颜色”选项卡中更改数据点颜色。 若要单独自定义各个数据点，请务必将“全部显示”设置
为“开”。

图 36：设置数据点颜色

Power BI 对报表视觉对象应用默认主题。 已选择的主题颜色可以确保多样性和对比度。 若不想使用默认主题调色板，请选
择“自定义颜色”。



图 37：选择自定义颜色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甚至可以使用第二个序列突出显示离群值或一部分线条：

图 38：使用 Desktop 绘制离群值

其中，只有当平均 8 月温度低于 60，“离群值”序列中才有值。 为此，请使用以下公式创建 DAX 计算列：

离群值 = if(Editions[Temp]<60, Editions[Temp], BL ANK())

在我们的示例中，有 3 个离群值：1952、1956 和 2000。

标签和标题的颜色

浏览所有可用的格式选项后，你会发现可以为许多不同对象的标题和图例设置颜色。 例如，你可以更改数据标签
和坐标轴标题的颜色。 请谨慎操作。 通常情况下，不妨对所有视觉对象标题使用同一种颜色。 与本白皮书中的所有
准则一样，总会遇到要“违反规则”的情形和原因。不过，如果你决定要违反规则，请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分类值的颜色

包含序列的图表通常图例中有分类值。 例如，以下图例中的每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类别的国家/地区。

图 39：应用了默认颜色

Power BI 默认使用的颜色可以很好地区分分类值，以便读者可以轻松区分。 有时，为了与企业架构匹配等原因，有
人会更改这些颜色，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问题出现。



图 40：应用了一种颜色的不同色调

此视觉对象只使用颜色浓度不同的一种色调，这会让读者误以为分类之间存在排序关系。 它会暗示深色调气泡在
某方面高于或低于浅色调气泡。 与按字母顺序排序不同，这种分类值通常没有固有的排序顺序。 若要更改默认颜
色，请打开格式窗格，然后选择“数据颜色”。

数字值的颜色

对于确实存在某种固有顺序的数值字段，你也可以按值对数据点进行着色。 这样做有助于显示数据中值的分散情
况，并能在一个图表上显示两个变量。 例如，以下图表明确指出，尽管中国的奖牌数最多，但日本和泰国参加奥运
会的次数更多。

图 41：按值对数据点进行着色

若要创建此图表，请在“颜色饱和度”字段中添加值，然后在格式窗格中调整这些颜色。

图 42：在“颜色饱和度”字段中添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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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调整对饱和度使用的颜色

此外，还可以使用颜色来强调与中间值的偏差。 例如，将正值设置为绿色，将负值设置为红色。 为正值或负值设置
颜色时，请注意文化差异；并非在所有文化中，红色都表示“不好”，而绿色都表示“好”！

图 44：强调与中间值偏差的着色  

现在，让我们将上文所述的可视对象设计原则应用于我们的示例报表。

改进前



我我们们做了哪些改做了哪些改进进？？

视觉对象类型和最佳做法

折折线图线图

图 45：示例报表（改进前）

改进后

图 46：示例报表（改进后）

1. 切片器：通过添加页面级别筛选器，并且只选择了金牌、银牌、铜牌，从切片器中删除了“空白”选项。 对于“单
选”和“全选”，将“选择控件”更改为“关”。

2. 气泡图：图例项过多，屏幕无法显示全。 删除了图例，改为启用了“类别标签”。 客户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气泡之上
查看详细信息。 缩短了标题并删除了“按国家/地区”，因为这一点显而易见。 为 X 轴和 Y 轴启用了坐标轴标签，
让图表更易于理解。

3. 着色地图：更改了“数据颜色”，使其更加突出。 启用了“散射”，并将“最小”设置为粉色，将“最大”设置为红色。
4. 树状图：删除了仅为美国设置的筛选器。 将“数据标签”设置为显示 1 位小数。 可视对象使用的等级字段并不十
分有用，因为它几乎始终都显示 33%（金牌/银牌/铜牌）。 选择了读者更感兴趣的其他字段，即性别字段。 出于
设计目的，将“水上运动”更改为蓝色，将“田径运动”更改为灰色。

5. 顶部条形图：缩短了标题，删除了数据标签，禁用了图例标题。 为了与下面的图表匹配，更改了标题的字词顺
序。

6. 底部条形图：为了与上面的图表匹配，按年份进行升序排序。 更改了颜色以匹配等级。 更改了标题。 禁用了图
例，为数据腾出更多空间。 启用了不会在报表中显示的数据标签（因为视觉对象过小，导致标签无法辨识），但
当视觉对象在焦点模式下打开时数据标签会显示。 了解焦点模式。 在“工具提示”中添加了“比赛计数(非重复)”，
因此现在如果将鼠标悬停在堆积柱形图之上，工具提示还会提示相应年份有多少比赛。

7. 视觉对象交互：对两张卡片禁用了交互，因为我想一直显示奥运会总届数和总比赛数。

Power BI 在本地提供许多视觉对象类型。 可以添加 Microsoft 和 Power BI 社区中提供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本白皮
书并未收录全部的视觉对象选项，因为太多了。 不过，我们将了解其中一些最常用的本地视觉对象类型。

折线图是用于呈现一段时间内数据变化的一种强大方式。 实际上，表中数据无法让读者快速扫视峰值、谷值、周期
和模式。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以下示例展示了获得的奖牌数和赢得这些奖牌的运动员人数的变化趋势。

图 47：折线图

查看折线图时，读者首先会注意到曲线形状。 也就是说，你需要设置让曲线有意义的 X 轴，如时间或分布类
别。 如果在 X 轴上设置产品或地理位置等分类字段，折线图就不引人入胜，因为曲线形状未提供任何有意义
的信息。

如果你选择像这样竖放多个图表（这样更易于跨序列进行比较），使 X 轴排成一行。 使用筛选器来确保显示
相同范围的值。 例如，如果要显示日期范围，请确保采用相同的日期范围。 两个示例图表的日期范围均
为“1896 年到 2012 年”。

请充分利用空间。 如果可以的话，请设置 Y 轴的起点和终点，在图表的顶部和底部不留空白区域，从而聚焦
实际数据点。 为此，请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打开格式窗格。 展开“Y 轴”区域，然后设置“起点”和“终点”。

图 48：设置起点和终点

明确设置起点和终点的另一个原因是，需要通过相同的 Y 轴字段比较同一页面上的两个或多个图表。 例如，
如果显示的是累积比赛计数，英国的计数范围介于 1 到 70，而澳大利亚的计数范围介于 1 到 12，那么这两
个折线图将显示截然不同的 Y 轴（图 x）。 这样一来，就很难一目了然地进行比较。 请将图表设置为改用相



条形条形图图//柱形柱形图图

同的 Y 轴范围（图 x）。

图 49：Y 轴不同的折线图

图 50：Y 轴相同的折线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自定义 X 轴和 Y 轴
折线图和不规则区间

折线图 101 系列

http://www.perceptualedge.com/articles/visual_business_intelligence/line_graphs_and_irregular_intervals.pdf
http://www.columnfivemedia.com/data-visualization-101-line-charts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如果说折线图是用于呈现一段时间内数据变化的标准图表，那么条形图就是用于呈现不同类别的具体值的标准图

表。 如果按数值对条形图进行排序，可立即了解最高值和分布。 水平条形图可以与较长的标签很好地搭配使用。

图 51：水平条形图

请显示值的数据标签。 这样更易于标识特定值。 为此，请打开格式窗格，然后将“数据标签”设置为“开”。



堆堆积积条形条形图图//柱形柱形图图

图 52：启用数据标签

上述条形图非常适用于在一个时间点比较一个度量值与多个度量值。 上述折线图展示了一段时间内的数据
变化，而上述条形图则展示了一个类别在特定时间点的变化趋势。 在条形图中，我们一眼就会发现西班牙是
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失业率高达 25%。

如果所分配的空间不够显示整个条形图/柱形图，Power BI 会添加滚动条。 如果可以，尽量生成能够显示整
个图表的视觉对象和报表，以便读者可以概览整个分布。 遗憾的是，鉴于全世界有太多的国家/地区，我们的
示例还是需要使用滚动条。

一种限制所包含的值的方法是使用筛选器。 例如，添加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仅显示失业率高于 20% 的国
家/地区。

可以向下钻取条形图/柱形图（然后重新备份）。 这种方式可以在视觉对象中显示更多信息，而不额外占用实
际空间。 以下示例采用了“地区 > 国家”层次结构。 双击地区条可以向下钻取到该地区内的各个国家。 有关钻
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可视化效果中向下钻取。

图 53：向下钻取

如需了解条形图和柱形图的更多详情，请参阅：

条形图 101 系列
数据可视化效果目录：条形图

数据可视化效果目录：多重集条形图

http://blog.newscred.com/article/data-visualization-101-bar-charts
http://www.datavizcatalogue.com/methods/bar_chart.html#.VYV-hY3bLJw
http://www.datavizcatalogue.com/methods/multiset_barchart.html#.VYV_gI3bLJw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通过在条形图或柱形图中堆积不同的类别，可以在条形图/柱形图中添加其他维度。 现在，图表既可呈现一种总体
趋势（以高度/长度为依据），还可以显示各个类别对该趋势的影响。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 2014 年收入超过 60 亿的
顶级足球队的整体增长情况。

图 54：堆积柱形图

此堆积柱形图显示总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而且商业和广播类别收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增长，使得

总收入不断增长。 不过，此图表难以比较 3 个类别的相互影响。 例如，商业收入增长相比广播或比赛日的收入增长
如何？ 最好使用折线图或将折线图用作伴随视觉对象来呈现此数据。

图 55：转换成折线图

在此折线图中，更容易看出商业收入增长的幅度最大，随后是广播和比赛日收入增长。

与柱形图/条形图一样，可以视情况选择水平显示或垂直显示。 如果有长标签，最好选择水平显示；如果有时
序数据，最好选择垂直显示。

如果要呈现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和其他变化模式，请避免使用堆积条形图/柱形图。 其他图表（如折线图）
的效果更好。

还可以让分布以总量或占总数的百分比为依据。

少数人指出， 难以比较堆积条形图的各段。如果各段并排显示，且所有段的基线相同，则可以轻松比较段的



组组合条形合条形图图//柱形柱形图图

高度。不过，如果各段相互堆积，就难以比较了。此外，尽管（收入）的每月变化情况相当显而易见，但（收入）

在其他（类别）中的变化情况则很难看出。

如果总和为 100，最好使用百分比堆积图。 在以下示例中，我们看到的是按球队划分的类别分布。 百分比是
相对的，以便我们能够一眼看出模式来。 例如，Everton 的收入主要来自广播（超过 70%），而 PSG 的广播
收入占比仅为 20%。 选择水平显示更易于适应球队标签显示和了解收入类型的影响。

图 56：水平堆积图

有关堆积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数据可视化效果目录：堆积条形图

百分比堆积条形图何时有用？

在 Power BI 中，可以将柱形图和折线图合并到组合图中。 可以选择生成折线图和堆积柱形图，以及折线图和簇状
柱形图。 将两个单独的视觉对象合并为一个，可以节省宝贵的画布空间。

下面的两个屏幕截图展示了合并前后的情况。 第一个屏幕截图中有两个单独的视觉对象，分别是呈现一段时间内
人口变化情况的柱形图，以及呈现一段时间内 GDP 变化情况的折线图。 这两个图表非常适合合并到组合图中，因
为它们的 X 轴（年）和值（2002 年到 2012 年）均相同。 为什么不合并这两个图表呢？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个视觉
对象上比较这两大趋势了。 合并这两个图表后，可以更快速地比较数据。

新的报表页面上有一个视觉对象，即折线图和堆积柱形图的组合图。 我们可以同样轻松地创建折线图和簇状柱形
图的组合图。 现在，两种趋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看出，2008 年前，人口和 GDP 的增长趋势类
似。 但从 2009 年开始，人口增长变缓，GDP 更加多变。

http://www.datavizcatalogue.com/methods/stacked_bar_graph.html#top
http://www.perceptualedge.com/blog/?p=2239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图 57：两个单独的图表

图 58：一个组合图

当两个视觉对象至少有一个坐标轴相同时，组合图的效果最佳。

看看你的坐标轴吧！ 你的组合图是否易于阅读和理解？ 是否使用不同的范围和值？ 例如，如果柱形图的 Y 轴比
例比折线图的 Y 轴比例小得多，组合图便毫无意义。 例如，请注意底部的第三条线（水绿色）。



图 59：不成功的折线图

同样，如果柱形图和折线图使用 2 个不同的度量值，而且你也没有创建双轴，那么组合图也将毫无意义。 例如，美
元与百分比。 请务必添加双轴，这样有助于读者理解图表，同时还请考虑添加坐标轴标签。

为此，请打开格式窗格，展开“Y 轴”选项，然后将“显示次级内容”设置为“开”（如果尚未启用的话）。 此设置有时很难
找到。请展开“Y 轴（列）”，然后向下滚动，直到看到“显示次坐标轴”为止。 此外，还请将“Y 轴（列）”的“标题”设置
为“开”，并将“Y 轴（行）”的“标题”设置为“开”。

图 60：显示次坐标轴

图 61：改为创建组合图

请充分利用双轴。 它可用于比较值范围不同的多个度量值。 还可用于阐释一个视觉对象中两个度量值之间的关
联。



散点散点图图

最佳做法最佳做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组合图
在视觉对象中使用双比例坐标轴存在的危险

有时，我们希望能够同时看到多个变量，而散点图就非常实用，可方便你同时看到所有变量。 散点图显示 2 个（散
点）或 3 个（气泡）定量度量值之间的关系。 散点图始终具有两个数值轴以显示水平轴上的一组数值数据和垂直轴上
的另一组数值数据。 图表在 x 和 y 数值的交叉处显示点，将这些值单独合并到各个数据点。 根据数据，这些数据点
可能均衡或不均衡地分布在水平轴上。

气泡图将数据点替换为气泡，用气泡大小表示数据的其他维度。

以下气泡图着眼于南美，按南美的各个国家/地区比较人均 GDP（Y 轴）、GDP 总值（X 轴）和人口。 气泡大小表示相
应国家/地区的总人口。 巴西人口最多（气泡最大），在南美 GDP 中所占的份额也最大（位于 X 轴最远端）。 不过，请
注意，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的人均 GDP 高于（在 Y 轴上的位置远于）巴西。

图 62：显示南美 GDP 和人口的气泡图

如果添加播放轴，你就可以假装自己是 Hans Rosling，呈现数据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aDBJWCeD4)。 若要添加播放轴，请将日期时间字段也拖到“播放轴”中。

散点图和气泡图是很好的信息传达方式。 不过，若要浏览数据，便会发现这两种图表并不实用。 Stephen Few 在
下面的段落中指出了这一点：此方法的优势在于传达信息。Rosling 讲述了在气泡移动和值变化时图表中所发生
的情况，同时指向他希望我们看到的内容时，让信息成为动态信息。不过，当我们自己浏览和理解数据时，就会

发现动态气泡图的效果不太好。我怀疑虽然 Rosling 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信息，但传达的只是已知信息。我们一次
顾不了多个气泡，因为它们在移动，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复播放动画，试图了解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向选定气

泡添加痕迹，以便能够查看这些气泡的完整路径。不过，如果对多个气泡使用痕迹，图表很快就会变得太杂乱

了。从根本上讲，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不是显示信息以供浏览和分析的最佳方式。

添加 X 轴和 Y 轴标签可有助于传达信息。 尤其是在使用气泡图的情况下，其中有多个组件起作用，标签有助于
读者理解视觉对象。

http://www.perceptualedge.com/articles/visual_business_intelligence/dual-scaled_axe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aDBJWCeD4


树树状状图图

添加数据标签，让视觉对象更易于理解。 尤其是在使用气泡图的情况下，当有多个图例项时，可能很难区分相似
的颜色。 在上述视觉对象中，苏里南、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图例颜色就非常相似。
你创建的散点图中是否只有一个聚合了 X 轴和 Y 轴上所有值的数据点？ 或者，你的图表是否聚合了一条横线
或竖线上的所有值？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将字段添加到“详细信息”区域，指示 Power BI 如何对值进行分组。 每
个要绘制的点必须具有唯一的字段。 若要获取帮助，请参阅 Power BI 散点图和气泡图教程。

树状图可能非常有用，可便于你概览一个整体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大小，尤其是当你按类别对它们进行分组时。

每当我尝试理解新业务时，都会创建包含主要组成部分的树状图。此图表非常有用，方便我了解总体分布情况。

在下面的第一个图表中，显而易见的是，巴西约占南美 GDP 的一半，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 GDP 大致相同。

如果你想扩大上下文范围，但仍想了解占比排名前几的国家/地区，可以创建在地区内嵌套类别成员（国家/地区）的
视觉对象层次结构。 第二个树状图有助于我们了解地区的相对大小（首要信息），然后了解每个地区内占比排名前
几的国家。 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非常大的地区（欧洲、亚洲和北美），并能轻松了解每个地区内占比排名前几的国
家。

树状图的主要限制是，除了靠前的矩形之外，可比较的不同矩形有限。 此图表非常适合信息概览，但如果要更精确
地了解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大小，柱形图和条形图的效果可能更好。  例如，第一个树状图概述了 GDP 大小排
序，但读者很难了解国家之间的具体差异，尤其是当遇到较小的未标记框时。 对于此数据，若要比较一个分组，条
形图或柱形图的效果可能更好。

图 63：比较南美 GDP 的树状图

在此图表中，我们还添加了一个级别的数据，即地区。我们可以了解各地区在 GDP 总值中的占比，以及每个地区
内的各国家/地区在 GDP 总值中的占比。 请务必使用非求和度量值（如平均值），因为汇总详细信息可能无法反映
聚合一级的实际值。



其他其他图图表表

饼图饼图或或环环形形图图

径向径向仪仪表和表和  KPI KPI

图 64：按地区和国家显示 GDP 的树状图

有关树状图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以下链接。

树状图概述

数据可视化效果目录：树状图

一般情况下，条形图/柱形图/折线图可满足大多数需求。 这很好理解，因为饼图和环形图很难正确理解，事实上这
两种图表经常会歪曲数据。 请尽量避免使用这两种图表。 Stephen Few 在《把饼图留给甜点》
(www.percetualedge.com/articles/08-21-07.pdf) 中精彩介绍了饼图的发展历史和危害

他确实有一次提及到饼图在比较部分与整体关系时非常有用。 但即使是这一点也强不到哪里去。例如，与百分比
堆积条形图相比。

Darkhorse Analytics 站点上发布了另一篇有关饼图的有趣文章（和动画）。

径向仪表是适合指示目标完成比例的视觉对象，常用于执行仪表板。 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 与饼图一样，在对比
完整 180 度弧线或目标线的情况下很难理解阴影区域的角度。 此外，径向仪表占用的空间大，但却只显示了一个
度量值。

可以改为选择简单的 KPI 视觉对象

http://www.perceptualedge.com/articles/b-eye/treemaps.pdf
http://www.datavizcatalogue.com/methods/treemap.html#.VYhylI3bL7Y
http://www.perceptualedge.com/articles/08-21-07.pdf
http://www.darkhorseanalytics.com/blog/salvaging-the-pie


结论

书书籍推荐籍推荐

KPI 占用的空间相同，但却显示了值、状态、目标、与目标的偏差、趋势。 如果达不到目标，绿色会变成红色；如果
达到某中间目标，绿色会变成黄色。 与仪表相比，它更易于阅读和理解。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径向仪表图
Power BI 中的 KPI

现在，是时候验证这些最佳做法了。 请与我们保持联系，分享你自己的最佳做法。 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有令人信
服的理由来“违反规则”？ 我们也很想听听你的这些想法。

现今有很多非常好的书籍可以帮助团队研究可视对象设计技术。 Stephen Few 的《信息仪表板设计》 一书是必读
的。 他在其他两本书（《向我展示数据》和《现在你明白了》）中更深入地进行了探究。 Few 和其他作者均从 Edward
R. Tufte 身上汲取灵感。Tufte 的《定量信息的视觉显示》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此外，Tufte 还编写了《视觉解
释》、《构想信息》和《美丽的证据》。 Andy Kirk 的新书 数据可视化效果：数据驱动设计手册》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
还推荐了其他一些作者，包括 Lachlan James、William McKnight、Boris Evelson (Forrester) 和 Darkhorse
Analytics。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显示用于创建可视化效果的数据
2018/6/27 • • Edit Online

显示数据

NOTENOTE

使用 Power BI 服务中的“显示数据”功能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是使用数据集中的数据创建的。 如果你对幕后感兴趣，可以使用 Power BI 显示 用于创建视
觉对象的数据。 在用户选择“显示数据”后，Power BI 在可视化效果下方（或旁边）显示数据。

还可以导出正在用于创建为.xlsx 或.csv 文件的可视化效果的数据，并在 Excel 中查看该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从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

“显示数据”和“导出数据”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均可用。 不过，Power BI Desktop 还进一步提供了其他详细
信息；显示记录显示数据集中的实际行。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以阅读视图或编辑视图打开报表，然后选择一个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
打开“报表”视图。

2. 若要显示视觉对象背后的数据，请依次选择“浏览” > “显示数据”。

3. 默认情况下，该数据将显示以下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eports-show-data.md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4. 若要更改方向，可从可视化效果的右上角选择垂直布局 。

5. 若要将数据导出到 .csv 文件中，请依次选择省略号和“导导出数据出数据”。

有关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

6. 若要隐藏数据，请依次取消选择“浏览” > “显示数据”。

从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报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更改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请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尝试不同类型的可视化对象，看哪一种最能阐释数据。

1. 打开至少包含一个可视化对象的报表。

2.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新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可以将可视化效果作为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如果在将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固定到仪表板之后对其进行了更改，磁贴不会自动更新。 因此，如果你固定的
可视化效果为折线图，然后在报表中更改为条形图，则此数据的已固定版本仍然为折线图。 固定条形图，让它也
显示在仪表板上。

有关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change-visualization-typ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颜色格式设置和轴属性入门
2018/8/20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中，可以更改数据系列、数据点和可视化效果背景的颜色。 如果你能完全控制仪表板和报表的显示方
式，你还可以更改 X 轴和 Y 轴的显示方式。

若要开始，请从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窗格中选择报报表表。 然后从顶部菜单区域，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

在你编辑报表并已经选择了可视化效果时，将出现让你可添加或更改可视化效果的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 可用可视化
效果的正下方有三个图标：“字段”图标（叠放的条形）、“格式”图标（滚筒刷）和“分析”图标（放大镜）。 以下图像中，字字
段段图标处于选中状态，图标下方以黄色栏指示。

当选择格式格式时，图标下方的区域将显示适用于当前所选可视化效果的颜色和轴自定义选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etting-started-with-color-formatting-and-axis-properties.md


NOTENOTE

你可以自定义每个可视化效果的多个元素：

图例

X 轴
Y 轴
数据颜色

数据标签

形状

绘图区

标题

背景

锁定纵横比

边框

你将不会看到每个可视化效果类型的所有这些元素。 你选择的可视化效果将会对可用的自定义项有影响；例如，如果你选择了
饼图，则不会看到 X 轴，因为饼图没有 X 轴。

另请注意，如果没有选择任何可视化效果，筛选筛选器器将会在图标的位置出现，这让你可以将筛选器应用于页面上的所

有可视化效果。

我们来看两个示例：一个处理颜色，另一个更改轴的属性。 此处你应该随时准备好自定义颜色、轴和标签。



处理颜色

让我们逐步完成图表上自定义颜色所必需的步骤。

1. 我从报表画布中选择簇状柱形簇状柱形图图。

2. 接下来，我选择格式格式图标来显示可用的自定义项。
3. 然后，我选择数据数据颜颜色色自定义项左侧的向下小箭头。 这将显示我可以自定义数据颜色的方式，以及特定于我所
选的可视化效果的选项。

4. 数据数据颜颜色色将向下展开以显示其可用的自定义项。

我们来做一些更改。 我可以选择颜色旁边的向下箭头来对每个可用的数据系列进行更改。 我将“生活费用”设为黄
色，将“天气”设为橙色，并将“社区福祉”设为绿色。 以下屏幕将在上一步，即更改生活成本生活成本向我显示。



所做的更改显示于下图。 哇，这个图表真鲜艳。 以下是处理颜色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有用的元素。 下面列表中的数
字也会在以下屏幕上显示，用于指示可以访问或更改这些有用元素的位置。

1. 不喜欢这些颜色吗？ 没关系，只需选择恢复恢复为为默默认认，然后你的选择将恢复为默认设置。 你可以对一种颜色或对
整个可视化效果进行该操作。

2. 想要调色板中没有的颜色？ 只需选择自定自定义颜义颜色色，然后从色谱进行选择即可。



更改轴属性

不喜欢你刚刚进行的更改？ 使用 CTRL+Z 撤销操作，就像你之前操作的那样。

修改 X 轴或 Y 轴通常很有用。 与处理颜色类似，可以通过选择想要更改的轴的左侧的向下箭头来修改轴，如下图
所示。



NOTENOTE

设置文本值颜色

后续步骤

如果你想要折叠 X 轴轴选项，只需选择X 轴轴旁边的向上箭头图标。

通过切换 X 轴旁边的单选按钮，可以完全删除 X 轴标签。 还可以通过选择标题标题旁的单选按钮来选择是否打开或关
闭轴标题。

有各种类型的颜色可供选择，并且可以对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应用更多的自定义项。

这些颜色、轴以及相关的可用自定义项在选中格式格式图标时可用，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也可用。

从 2018 年 8 月版 Power BI Desktop 更新开始，对于给定报表元素，可按文本值设置颜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表格中的条件格式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Power BI 中颜色格式设置的提示和技巧
表格中的条件格式设置



Power BI 中颜色格式设置的提示和技巧
2018/7/27 • • Edit Online

Power BI 提供了自定义仪表板和报表的多种方法。 本文详细介绍了一些技巧，可以让你的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更
引人注目、生动有趣，并可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自定义。

本文提供以下技巧。 还有更好的技巧？ 太棒了！ 请将其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考虑将其添加到此列表中。

更改单个数据点的颜色

根据数值设置图表的颜色

根据字段值设置数据点的颜色

在色阶中自定义使用的颜色

使用发散色阶

如何在 Power BI 中撤消操作

要进行任何更改都必须编辑报表：从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窗格中选择报报表表，然后从顶部的菜单区域选择编辑报编辑报表表，如下图

所示。

当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出现在报报表表画布的右侧时，即可开始进行自定义操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tips-and-tricks-for-color-formatting.md


更改单个数据点的颜色

有时你想突出显示某个特定的数据点。 该数据点可能是推出的新产品的销售数据，或是推出新计划后增加的质量
分数。 使用 Power BI 可以通过更改其颜色来突出显示某个特定的数据点。

以下可视化效果按生活费用对各个州进行了排序。

现在假设你想通过使用颜色来快速显示出华盛顿在该排名列表中的位置。 步骤如下：

展开数据数据颜颜色色部分。 将出现以下内容。



将显显示全部示全部设置为开启开启。 此操作将显示可视化效果中每个数据元素的颜色。 将鼠标悬停在数据点上时，将启用滚
动，此时你可以修改任何数据点。

在本案例中，我们将华华盛盛顿顿更改为绿色。 向下滚动到华华盛盛顿顿并选择其颜色框中的向下箭头，之后将出现颜色选择
窗口。



根据数值设置图表的颜色

选择颜色后，华华盛盛顿顿数据点将显示为美丽的绿色阴影，自然就很显眼了。

即使更改了可视化效果类型，返回时 Power BI 仍会记住你的选择，并将华华盛盛顿顿保留为绿色。

你也可以更改多个数据元素的数据点的颜色。 在下图中，亚亚利桑那利桑那为红色，华华盛盛顿顿仍为绿色。

可以使用颜色进行各种操作。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来了解渐变。

可以根据字段的数值动态设置颜色，这样可以让图表发挥出巨大作用。 通过执行此操作，除了表示条形图大小的数
值之外，还能显示其他的值，并且可以在一个图表中显示两个值。 或者可以通过此操作来突出显示高于（或低于）特
定值的数据点 - 例如突出显示盈利能力较低的区域。

以下部分演示了根据数值设置颜色的不同方式。



根据数值设置数据点的颜色

在色阶中自定义使用的颜色

若要根据数值更改颜色，请将你想设置颜色的字段拖动到字段字段窗格中的色彩色彩饱饱和度和度区域。 在下图中，已将税前收税前收

益益拖动到色彩色彩饱饱和度和度区域中。 可以看到，尽管维络维络城城具有更高的总销总销售售额额（该列更高），但阿阿马马里里亚亚具有更大的税税
前收益前收益（该列的颜色饱和度更大）。

你还可以在色阶中自定义使用的颜色。 展开数据数据颜颜色色，你会看到让数据出现可视化效果的颜色渐变。 默认情况
下，数据中的最低值对应饱和度最小的颜色，而最高值对应饱和度最大的颜色。

色域通过渐变栏进行显示，显示介于最小最小值值和最大最大值值的颜色值之间的色谱。最小最小值值的颜色位于左侧，最大最大值值的颜

色位于右侧。

若要更改色阶以使用其他的色域，请选择最小最小值值或最大最大值值旁边的颜色下拉菜单并选择一种颜色。 下图展示了将“最最
大大值值”颜色更改为黑色。渐变栏展示了介于“最小最小值值”到“最大最大值值”之间的新色谱。



使用发散色阶

你还可以更改数值对应这些颜色的方式。 在下图中，已分别将最小最小值值和最大最大值值设置为橙色和绿色。

在第一张图片中，请注意图表中的条形图是如何反映渐变栏中的渐变的；最高的值为绿色，最低的值为橙色，中间

的条形图都以介于绿色和橙色之间的色谱着色。

现在我们来看如果在最小最小值值和最大最大值值框中输入数值将会发生什么。该框位于最小最小值值和最大最大值值颜色选择器的下方。

（如下图所示）） 我们将最小值设置为 20,000,000，并将最大值设置为 20,000,001。

设置这两个值后，渐变将不再应用于图表上低于最小最小值值或高于最大最大值值的值；任何高于最大最大值值的条形图都会以绿色

显示，并且任何低于最小最小值值的条形如都会以红色显示。



如何在 Power BI 中撤消操作

反馈

NOTENOTE

后续步骤

有时你的数据可能有自然的发散色阶。 例如，温度范围有自然的中间点（冻结点），盈利能力分数有自然的中间点
（零）。

若要使用发散色阶，请将发发散散滑块滑动到开启开启的位置。 当发发散散处于开启状态时，将出现另一个颜色选择器和数值
框，两者都被称为中中间间点点。

当发发散散处于开启状态时，你可以单独设置最小最小值值、最大最大值值和中中间间点点的颜色。 下图中，中中间间点点设置为 1，因此值高于
1 的条形图将显示为渐变的绿色，值低于 1 的条形图则显示为红色。

与许多其他 Microsoft 服务和软件相类似，Power BI 提供了撤消上一项命令的简单方法。 例如，假设你更改了某个
数据点或一系列数据点的颜色，但当其出现在可视化效果中时你不喜欢该颜色。 你不记得之前它是什么颜色，但是
你知道你想用回之前的颜色！

若要撤消撤消上一次操作，或最近几次操作，只需要：

按 CTRL+Z

你是否拥有想要共享的技巧？ 请将其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考虑将其列在此处。

这些颜色、轴以及相关的自定义项在选中“格式”图标时可用，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也可用。

颜色格式设置和轴属性入门



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复制并粘贴
可视化对象
2018/7/20 • • Edit Online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复制并粘贴可视化对象需要对报表拥有编辑权限。 在 Power BI 服务中，这意味着会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报表。

1. 打开至少包含一个可视化对象的报表。

2. 选择可视化效果，使用 Ctrl +C 复制，并使用 Ctrl +V 粘贴。

有关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的详细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copy-past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移动和调整
报表中的可视化对象
2018/7/20 • • Edit Online

打开报表

移动可视化效果

调整可视化效果的大小

选择焦点模式以查看详细信息。

后续步骤

只有报表创建者与所有者可以移动和调整可视化对象。 在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中，这意味着会在 “编
辑视图” 中打开报表。

在 Power BI 中，打开至少包含一个可视化对象的报表，或创建新的可视化对象。

选择（单击）可视化效果的任意区域，并将其拖动到新位置。

选择可视化效果，使其显示出边框，单击并拖动深色框柄以调整其大小。

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上，并选择焦点模式图标。 

在仪表板上调整可视化效果的大小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move-and-resize.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中的钻取模式
2018/7/4 • • Edit Online

需要具有层次结构才能进行钻取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NAaHw4PxzE?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NOTENOTE

先决条件

视觉对象具有层次结构时，可以向下钻取以显示其他详细信息。 例如，你可能有一个可视化效果，该可视化效果
按由运动、专业和事件组成的层次结构查看奥运会奖牌数。 默认情况下，可视化效果将按运动（体操、滑冰、水上
项目等）显示奖牌数。 但是，因其具有层次结构，选择其中一个可视元素（如条形图、行或气泡图）将显示更多包含
详细信息的图片。 选择“水上运水上运动动”元素可以查看游泳、潜水和水球的数据。 选择“潜水潜水”元素可以查看跳板、跳台和
双人跳水活动项目的详细信息。

可以向你拥有的报表添加层次结构，但不能向与你共享的报表添加层次结构。 不确定哪个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
包含层次结构？ 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上，如果在顶部边角看到这些钻取控件，则你的可视化效果具有层次结
构。

    

日期是层次结构的唯一类型。 向可视化效果添加日期字段时，Power BI 自动添加包含年、季度、月和天的时间层
次结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视觉对象层次结构和向下钻取行为或观看下面的视频。

若要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层次结构，请观看视频如何创建和添加层次结构

1. 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中，智能对具有层次结构的可视化效果进行钻取。

2. 要跟随操作，请打开零售分析示例并创建一个树状图，其中按“区域”、“城市”、“邮政编码”和“名称”（组）显示
本年度总销量（值）。 该树状图具有一个层次结构，它由区域、城市、邮政编码和城市名称所组成。 每个区域
均包含一个或多个城市，而每个城市均包含一个或多个邮政编码等。 默认情况下，可视化效果仅显示区域
数据，因为在列表中首先显示“区域”。

3. 了解各种钻取图标如何协同工作可能很难，因此，请筛选树状图，使其仅显示其中 2 个较小的区域：KY 和
TN。 选择树状图，在“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下展开“区域”，并选择“KY”和“TN”。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drill-down.md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visualizations?tutorial-step=18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NAaHw4PxzE?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https://youtu.be/q8WDUAiTGeU


访问钻取功能的三种方式

现在，树状图中仅显示两个区域。

其中包含多个选项，可访问针对有层次结构的可视化效果的向下钻取、向上钻取及展开功能。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
下面的第一个选项。 了解向下钻取和展开的基础知识后，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完成相同的任务，分别试用它们并挑
选你最喜欢的方法即可。

将鼠标悬停在可视化效果上，可查看并使用图标。

右键单击可视化效果，可显示并使用菜单。



钻取路径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

展开展开

在 Power BI 菜单栏上，选择“浏览”按钮。

可通过多种方法来深入了解你的可视化效果。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可转到层次结构中的下一个级别，因此如果正在查看“区
域”级别，可以依次向下钻取到城市、邮政编码和名称级别。 在这一路径中每向前一步，都会显示出新的信息。

展开展开可向当前视图添加一个额外的层次结构级别。 因此，如果正在查看“区域”级别，通过展开，可并向树状图添加
城市、邮政编码和名称详细信息。 在这一路径中每向前一步，都会显示相同的信息并添加一级新的信息。

还可选择逐一向下钻取或展开字段，或者同时向下钻取或展开所有字段。



同时向下钻取所有字段

逐一向下钻取字段

1. 从显示 KY 和 TN 数据的树状图顶层开始。 选择某个句柄并向右拖动，以扩大树状图。

。

2. 要一次性向下钻取所有字段，请选择可视化效果左上角的双箭头 。 该树状图现在显示了肯塔基州和田
纳西州的城市数据。

3. 再次向下钻取，到达层次结构的邮政编码级别。

4. 要向上钻取，请选择可视化效果左上角的向上箭头 。

此方法使用向下钻取图标，该图标显示在可视化效果本身的右上角。

1. 选择向下钻取图标，将其打开 。 现在，可以逐一向下钻取字段。

如果不打开钻取，则选择视觉对象元素（如条形图、气泡图或叶节点）时，不会向下钻取，而将交叉筛选报表

页上的其他图表。

2. 选择“TN”对应的叶节点。 树状图现在将显示田纳西州有商店的所有城市。



全部展开和逐一展开

3. 此时，可继续向下钻取田纳西州，或者向下钻取田纳西州的特定城市，或者改为展开（请参阅下面的“同时展
开所有字段”）。 让我们继续逐一向下钻取字段。 选择“诺克斯维尔，TN”。 树状图现在将显示诺克斯维尔市
商店的邮政编码。

请注意，标题随向下钻取和再次向上钻取而进行更改。

拥有仅显示邮政编码的数据图，并不能得到很多信息。 因此，让我们展开层次结构中的下一级别。

1. 当树状图处于活动状态时，选择“向下展开”图标 。 树状图现在将显示层次结构的 2 个级别：邮政编码
和商店名称。

2. 若要查看田纳西州全部 4 级层次结构的数据，请选择向上钻取箭头，直到达到树状图的第二个级别，即“本
年度总销量(按区域和城市)”。



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3. 请确保向下钻取仍处于打开状态 ，然后选择“向下展开”图标 。 树状图现在将显示一些额外的详细
信息：不是仅显示州和城市，现在还显示了邮政编码。

4. 再次选择“向下展开”图标，在树状图上显示田纳西州全部 4 级层次结构的详细信息。 将鼠标悬停在叶节点
上，可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在钻取模式下工作时，需要决定向下钻取和扩展如何影响页面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默认情况下，钻取不会筛选报表中的其他视觉对象。 但可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BI 服务中启用此功能。

1. 在 Desktop 中，选择“格式”选项卡，并选择“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复选框。

2. 现在，在具有层次结构的视觉对象中向下钻取（或向上钻取，或展开）时，该操作将筛选页面上的其他视觉
对象。



NOTENOTE

了解层次结构轴和层次结构组

分分层层数据和数据和时间时间数据数据

若要在 Power BI 服务中启用此功能，请从顶部菜单栏选择“视觉对象交互”>“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可以将层次结构轴和层次结构组视为可以用来增加和减少要查看的数据的粒度的机制。 任何可以按类别和子类别
组织的数据都具有层次结构。 这当然包括日期和时间。

可以在 Power BI 中创建具有层次结构的可视化效果，方法是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添加到“轴”井或“组”井以及想要作
为“值”井中的数据字段检查的数据。 如果钻取模式图标显示在可视化效果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就可以知道数据是
否分层。

实际上，考虑这两种类型分层数据会很方便：

日期和时间数据 - 如果具有日期/时间数据类型的数据字段，则已经具有分层数据。 Power BI 自动为任何数据
字段创建一个层次结构，这些数据字段的值可以解析为日期/时间结构。 仅需将一个“日期/时间”字段添加
到“轴”或“组”井。
分类数据 - 如果数据派生自包含子集合的集合，或者具有多行共享公用值的数据，则具有分层数据

Power BI 使你可通过一个或所有子集扩展。 可以通向下钻取过数据以查看每个级别的单个子集，或同时查看每个
级别的所有子集。 例如，可以向下钻取特定年份，或沿着层次结构查看每年的所有结果。 相反，可以用相同方式向
上钻取。

以下各节介绍从最高视图、中间视图和最低视图向下钻取。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system.datetime.aspx


在此示例中，请按照零售分析示例操作并创建堆积柱形图可视化效果，按总销售额（值）显示月份（轴）。

即使轴数据字段为“月份”，它仍在“轴”井中创建“年份”。 这是因为 Power BI 为它读取的所有值提供完整的日期/时
间结构。 层次结构的顶部显示年份的数据。

启用向下钻取模式后，单击图表中的条形图以转到层次结构的下一级别。 随即显示三个可用的季度数据条形图。
然后从左上角图标选择“将层次结构的下一级别全部展开”。 然后再执行一次该操作，以达到层次结构的最低级
别，其中显示每月的结果。

除了可视化效果，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报表呈现的数据中反映的层次结构。 下表显示从单个月份或所有月份向下
钻取的报表中“显示数据”的结果。

请注意，季度和年度报表的数据相同，但向下钻取到为“值”指定的详细级别后，你就会明白单个报表如何变得更为
具体，“所有月份”报表如何包含更多数据。



展开模式展开模式 年份年份 季度季度 月份月份 日日

单向

全部

分分层类别层类别数据数据

从集合和子集合建模的数据是分层的。 位置数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请考虑其列是“国家/地区”、“省/自治区/直
辖市”、“城市”和“邮政编码”的数据源中的表。 共享相同的“国家/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的数据是分层
的。

在此示例中，请按照零售分析示例操作。 创建堆积柱形图可视化效果，按“区域”、“城市”、“邮政编码”和“名称”（组）
显示“本年度单位总数”（值）。

启用向下钻取模式后，从左上角图标选择三次“将层次结构的下一级别全部展开”。 你应该处于层次结构的最低级
别，该级别显示“区域”、“城市”、“邮政编码”的结果。



展开模式展开模式 区域区域 城市城市 邮邮政政 名称名称

单向

全部

注意事项和限制

除了可视化效果，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报表呈现的数据中反映的层次结构。 下表显示向下钻取单个区域或所有区
域的报告中“显示数据”的结果。 向下钻取时，你就会明白单个报表如何变得更为具体，“所有区域”如何包含更多数
据。

如果向可视化效果添加日期字段不会创建层次结构，则可能是因为“日期”字段实际上并未另存为日期。 如
果拥有数据集，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视图下打开，选择包含日期的列，然后在“建模”选项卡中
将“数据类型”更改为“日期”或“日期/时间”。 如果已与你共享该报表，则与所有者联系以请求更改。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报表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表中的超链接
2018/6/28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表或矩阵中的超链接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表或矩形图超链接

有关有关导导入到入到  Power BI  Power BI 的数据的数据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超链接。 创建后，使用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将这些超链接添加到
你的报表表格和矩形图。

注意注意：仪表板上的磁贴和仪表板上的文本框中的超链接可使用 Power BI 服务实时创建。 报表中的文本框中的超
链接可以使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实时创建。

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表和矩形图中的超链接，但不能从 Power BI 服务进行此操作。 在将工作簿导入到
Power BI 之前，还可以在 Excel Power Pivot 中创建超链接。 这两种方法都在下面进行了介绍。

添加超链接的过程取决于是否已导入数据或使用 DirectQuery 连接至此。 这两种方案都在下面进行了介绍。

1. 如果超链接尚未作为数据集中的字段存在，则使用 Desktop 将其添加为 自定义列。

2. 在“数据”视图中，选择该列，并在“建模”选项卡上选择“数据类别”下拉列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hyperlinks-in-tables.md


对对于与于与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连连接的数据接的数据

在 Excel Power Pivot 中创建表或矩形图超链接

3. 选择 Web URL。

4. 切换到报表视图，并使用归类为 Web URL 的字段创建表或矩阵。 超链接为蓝色并带有下划线。

5. 如果不想在表中显示长 URL，可以改为显示超链接图标 。 请注意，不能在矩阵中显示图标。

选择图表，使其处于活动状态。

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 ，打开“格式”选项卡。
展开“值值”，找到 URL 图标图标  并将其打开。打开。

6. （可选）将报表从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 超链接也将在那里运作。

将无法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创建一个新列。 但是，如果数据已包含 URL，可以将这些数据转变为超链接。

1. 在报表视图中，使用含有 URL 的字段创建表。
2. 选择该列，并在“建模建模”选项卡上选择“数据数据类别类别”下拉列表。
3. 选择 Web URL。 超链接为蓝色并带有下划线。
4. （可选）将报表从 Desktop 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报表。 超链接也将在那里运作。

向 Power BI 表和矩形图添加超链接的另一个方法是从 Power BI 导入/连接到数据集前，在该数据集中创建超链接。
本示例使用 Excel 工作簿。

1. 在 Excel 中打开工作簿。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publishingandsharing?tutorial-step=2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publishingandsharing?tutorial-step=2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2. 选择 PowerPivot 选项卡，然后选择管理管理。

3. Power Pivot 打开时，选择“高高级级”选项卡。

4. 将光标置于包含你想要将其转换为 Power BI 表中的超链接的 URL 的列。

请请注意注意：URL 必须以 http:// 、、  https:// 或 www 开头。

5. 在 Reporting 属性属性组中，选择数据数据类别类别下拉列表，然后选择 Web URL。

6. 从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或导入此工作簿。

7. 创建一个包含 URL 字段的表可视化效果。

问：是否可以使用自定义 URL 作为表或矩阵中的超链接？
答：不可以。 可以使用链接图标。 如需为你的超链接使用自定义文本且你的 URL 列表较短，请考虑改用文本框。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向报表中的文本框添加超链接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_3q6VEBhGew#t=0m55s

向报表中的文本框添加超链接

删除超链接但保留文本的步骤

可以将文本框添加到报表，从报表固定到仪表板，然后直接添加到仪表板。 可将超链接添加到任意位置的文本框。

注意注意：有关 Power BI 表和矩形图中的超链接的相关信息，请参阅表中的超链接。 有关将文本框添加到仪仪表表
板板的信息，请参阅直接从仪表板添加磁贴。

1. 创建文本框并添加一些文本。

2. 突出显示现有文本，或添加新文本以用作超链接。

3. 选择超链接图标 。

4. 在超链接字段中键入或粘贴 URL，并选择完成完成。

5. 测试链接。

将光标置于突出显示的文本中的任何位置可显示 URL。

选择 URL 以便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打开页面。

1. 在文本框中，选择超链接以突出显示它，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d-hyperlink-to-text-box.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_3q6VEBhGew#t=0m55s


后续步骤

2. 选择“删除”。

Power BI 报表中的文本框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直方图
2018/7/31 • • Edit Online

简单的直方图

定义存储桶以生成直方图

定义支持“笔刷绘制”功能的直方图

NOTENOTE

有多种方法可以在 Power BI 中生成直方图。 我们将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

若要开始，请确定哪个查询具有你想要在其中生成直方图的字段。 对查询使用 参考 选项来创建一个新查询，并将其
命名 FieldName 直方图 。 使用转换转换功能区上的分分组组依据依据选项，然后选择计计行数行数聚合。 确保数据类型是所得聚合列
的编号。 然后你可以在该报表页上使此数据可视化。 这是生成直方图的快速且简便的方法，但如果你有多个数据
点，并且不允许跨视觉对象进行笔刷绘制，这种方法则不适用。

确定哪个查询具有你想要在其中生成直方图的字段。 对查询使用 参考 选项来创建一个新查询，并将其命名
FieldName 。 现在，使用规则定义存储桶。 使用添加列添加列功能区上的添加自定添加自定义义列列选项，并生成自定义规则。

确保数据类型是所得聚合列的编号。 现在，你可以通过简单简单的直方的直方图图（本文前文所述）中介绍的技术来使用组生成

直方图。 此选项将处理多个数据点，但仍不支持“笔刷绘制”功能。

笔刷绘制就是当视觉对象链接在一起的情况，以便当用户选择一个视觉对象中的数据点时，报表页上的其他视觉对

象将突出显示或筛选与所选的数据点相关的数据点。 因为我们将在查询时间操作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创建表格之间
的关系，并确保了解与直方图中的存储桶相关的详细信息项，反之亦然。

通过使用查询（具有想要在其上生成直方图的字段）上的 参考 选项开始此过程。 将新查询命名为 存储桶 。 对于此示
例，我们将原始查询称作 详细信息 。 接下来，删除所有列，将用作直方图存储桶的列除外。 现在，使用查询中的 删
除重复项 功能，当你选择该列后，此功能位于右键菜单中，这样剩下的值便是列中的唯一值。 如果有十进制数字，
你可以先使用定义存储桶的提示来生成直方图，从而获得一组更易于管理的存储段。 现在，检查查询预览中显示的
数据。 如果看到空白值或 Null，则需要在创建关系之前对它们进行修复。 请参阅“在数据具有 Null 值或空白值时创
建关系”。 由于排序需要，使用此方法可能会产生问题。 若要获取存储桶以进行正确排序，请参阅“排列顺序：按所需
顺序显示分类”。

最好在生成视觉对象之前考虑排序顺序。

本过程中的下一步是在存储桶列上定义 存储桶 和 详细信息 查询之间的关系。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功能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histograms.md


中的 管理关系 。 创建关系，其中 存储桶 位于左表，而 详细信息 位于右表，然后选择将用于直方图的字段。

最后一步是创建直方图。 从 存储桶 表拖动存储桶字段。 删除生成的柱形图中的默认字段。 现在将直方图字段从 详
细信息 表拖到相同的视觉对象中。 在字段框，将默认聚合更改为“计数”。 然后将生成直方图。 如果从详细信息表创
建了类似树状图的其他视觉对象，则在树状图中选择一个数据点以查看直方图突出显示，并显示与整个数据集的趋

势相关的所选数据点的直方图。



用于 Power BI 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提示和技巧
2018/7/11 • • Edit Online

哪些数据会发送给必应地图？

Power BI 与必应地图集成，提供默认地图坐标（一种称为“地理位置编码”的过程），以便用户可以创建地图。 集成
后，它们使用算法共同确定正确的位置，但有时只是一种最佳猜测。 如果 Power BI 无法尝试自行创建地图可视化
效果，则会借助必应地图的帮助。

你或管理员可能需要更新防火墙，以允许访问必应用来地理编码的 URL。 这些 URL 是：

https://dev.virtualearth.net/REST/V1/Locations
https://platform.bing.com/geo/spatial/v1/public/Geodata
https://www.bing.com/api/maps/mapcontrol

若要增加地理编码正确的可能性，可使用以下提示。 第一组提示适合在有权访问数据集本身时参考。 第二组提示
说明了当无权访问数据集时，可以在 Power BI 中执行的操作。 最后一组就是 URL 列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向必应发送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所需的地理位置数据。 这可能包括“位置”、“纬
度”和“经度”存储桶中的数据，以及任何“报表级别”、“页级别”或“视觉对象级别”筛选器存储桶中的地理字段。 发送
的确切内容因地图类型而异。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必应地图隐私。

对于地图（气泡图），如果提供了纬度和经度，则不会向必应发送任何数据。 否则，将会向必应发送“位置”（和
筛选器）Bucket 中的所有数据。

着色地图需要获取“位置”Bucket 中的字段；即使已提供纬度和经度，也不例外。 “位置”、“纬度”或“经
度”Bucket 中的所有数据都会发送给必应。

在下面的示例中，字段“供应商”用于地理编码，因此所有供应商数据都会发送到必应。 “大小”和“颜色饱和
度”存储桶中的数据不会发送到必应。

在下面的第二个示例中，由于字段“区域”用于地理位置编码，因此所有区域数据都会发送给必应。 “图
例”和“色彩饱和度”Bucket 中的数据不会发送给必应。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map-tips-and-tricks.md
https://dev.virtualearth.net/REST/V1/Locations
https://platform.bing.com/geo/spatial/v1/public/Geodata
https://www.bing.com/api/maps/mapcontrol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48686


在数据集中：改进基础数据集的提示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jTPGNpthcg

如果你有权访问正用于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数据集，可以执行以下几项操作，从而增加地理编码不出错的可能

性。

1.在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中对对地理字段地理字段进进行分行分类类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通过设置数据字段上的“数据类别”来确保字段进行了正确地理编码。 选择相应的
表，转到“高级”功能区，再将“数据类别”设置为“地址”、“城市”、“洲”、“国家/区域”、“县”、“邮政编码”、“州”或“省/自
治区/直辖市”。 这些数据分类有助于必应对日期进行正确编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中
的数据分类。 若要实时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需要使用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在 Power
BI 外部设置数据分类。

2.使用多个位置列。使用多个位置列。  
有时，即使对地图设置数据分类也不足以使必应正确地猜测你的目标。 某些地理标记不明确，因为多个国家/区域
都有相应的地理位置。 例如，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都有南安普敦。

Power BI 使用必应的非结构化 URL 模板服务，来基于一组任何国家/地区的地址值获取纬度和经度坐标。 如果数
据未包含足够的位置数据，请适当地添加这些列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例如，如果只有一个“城市”列，必应可能会在进行地理位置编码时遇到困难。 请添加其他地理位置列，以便可以明
确确定位置。 有时，只需向数据集再添加一个位置列（在此示例中，即为“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即可。 另外，也不
要忘了进行正确分类，请参阅上面的第 1 条提示。

确保每个字段仅具有与分类关联的具体信息。 例如，你的“城市”位置字段应为“南安普敦”，而非“南安普敦、纽约”。
而“地址”位置字段应为“1 Microsoft Way”而非“1 Microsoft Way, Redmond, WA”。

3.使用特定的使用特定的纬纬度和度和经经度度

向数据集添加纬度和经度值。 这将删除任何不确定的数据并更快地返回结果。 纬度和经度字段必须为十进制数格
式，你可以在数据模型中进行设置。

4.将将“地点地点”类别类别用于具有完整位置信息的列用于具有完整位置信息的列

虽然我们鼓励在地图中使用地理层次结构，但如果必须使用包含完整地理信息的单个位置列，可以将数据分类设

置为“地点”。 例如，如果列中的数据是完整地址（例如，1 Microsoft Way, Redmond Washington 98052），则这个全
面的数据类别最适合用于必应。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ssdt/download-sql-server-data-tools-ssdt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ff701714.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jTPGNpthcg


在 Power BI 中：使用地图可视化效果时提高结果准确性的提示

使用地理位置层次结构，以便可以向下钻取到不同的位置“级别”

1.使用使用纬纬度和度和经经度字段（若有）度字段（若有）

在 Power BI 中，如果所使用的数据集包含经度和纬度字段，请使用此类字段！ Power BI 提供有助于明确地图数据
的特殊 Bucket。 只需将包含纬度数据的字段拖到“可视化效果>纬度”区域中即可。 对经度数据执行相同操作。 执行
此操作时，你还需要在创建可视化效果时填充位置字段。 否则，数据将默认进行聚合，例如，将在州级别而不是市
级别配对经纬度。

如果数据集已有不同级别的位置数据，你和同事可以使用 Power BI 创建地理位置层次结构。 为此，请将多个字段
拖到“位置”Bucket 中。 通过这种方式结合使用，字段将构成地理位置层次结构。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已添加
了“国家/地区”、“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城市”地理位置字段。 在 Power BI 中，你和同事可以使用此地理位置层
次结构，向上和向下钻取到不同的位置级别。



后续步骤

使用地理层次结构进行钻取时，请务必了解每个钻取按钮的工作原理和发送到必应地图的内容。

钻取按钮位于最右侧，称为“深化模式” ，可以使用它选择地图位置并向下钻取到该特定位置，每次钻取一级。

例如，如果启用“向下钻取”并单击“北美”，会向下移动到层次结构的下一级，即北美的各个州。 对于地理编
码，Power BI 仅发送必应地图中北美的国家/地区和州数据。

左侧还有另外 2 个钻取选项。 第一个选项  可用于立即钻取到所有位置中层次结构的下一级。 例如，如果你
当前正在查看国家/地区，然后使用此选项移动到下一级：州，则 Power BI 会显示所有国家/地区的州数据。 对
于地理编码，Power BI 会发送必应地图中所有地区的州数据（无国家/地区数据）。 如果层次结构的每一级与更
高的级别不相关，则此选项非常有用。

第二个选项，  类似于向下钻取，但无需在地图上进行单击。 它会向下扩展到记住当前级别的上下文的下一级
层次结构。 例如，如果你当前正在看国家/地区并选择此图标，则会在层次结构中向下移动到下一级：州。 对于
地理编码，Power BI 会发送每个州的数据及其对应的国家/地区，帮助必应地图更准确地进行地理编码。 在大部
分地图中会使用此选项或最右侧的“向下钻取”选项，以便能够向必应发送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取准确的位置信
息。

在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中向下钻取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中的静态内容
2018/6/28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_3q6VEBhGew

向报表添加文本框

使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可将文本框和形状添加到报表。 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具有报表的编辑权
限。 如果已在 Power BI 服务中与你共享报表，你将没有编辑权限。

Watch Will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向报表添加静态图像，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改用 Power BI 服务亲自尝试一下。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

2. 将光标置于报表画布中的任意空白区域，然后选择“文本框”。

3. 在文本框中键入文本，可以选择设置字体格式、颜色和文本对齐方式。

4. 若要放置文本框，可选择顶部的灰色区域并拖动。 若要调整文本框大小，可选择并拖动任意边框手柄。

5. 在文本框仍处于选中状态的情况下，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添加其他格式设置。 在该示例中，我们设置了背景
和边框的格式。 也可以为文本框创建准确大小和位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reports-add-text-and-shape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visualizations?tutorial-step=1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_3q6VEBhGew


向报表添加形状

6. 若要关闭文本框，可选择报表画布上的任意空白区域。

7. 选择“大头针”图标  以将文本框固定到仪表板。

1. 将光标置于报表画布中的任意位置，然后选择“形状”。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向报表画布添加的形状。 我们将添加一个箭头，指向总销售额差异最高的气泡。

在“设置形状格式”窗格中，自定义形状。 在此示例中，我们创建的是具有深红色边框且旋转了 90 度的红色
箭头。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3. 若要放置形状，请选择顶部的灰色区域，然后拖动。 若要重设形状大小，请选择并拖动任意边框图柄。 在文
本框中，也可以为形状创建准确大小和位置。

注意：形状无法固定到仪表板（除非在固定活动页面时作为视觉对象之一）。

向文本框添加超链接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自定义 X 轴和 Y 轴属性
2018/7/1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9DeAKM4SNJM

在报表中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X 轴

创建堆积图可视化效果

自定义 X 轴

在本教程中，你会学习很多用于自定义视觉对象的 X 轴和 Y 轴的不同方式。 并非所有视觉对象都具有轴或是可以
自定义；例如，饼图没有轴。 而且自定义选项因视觉对象而异，选项太多，无法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介绍。 因此我们讨
论一些最常用的轴自定义，使你可以熟练地在 Power BI 报表画布中使用视觉对象格式设置选项卡。

此页面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这些自定义在选择”格式格式 ”（滚筒刷图标 ）时可用，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也可用。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Amanda 将演示如何自定义 X 和 Y 轴，以及各种用于在使用向上钻取和向下钻取时控制串联
的方法。 然后，按照视频下方的分步说明操作，用“零售分析”示例自行尝试一下。

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在编辑视图中打开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要遵循示例执行操作，请连接到零售分析示例。

1. 新建一个柱形图，按会计月份显示今年和去年的销售额。

2. 转换为堆积柱形图。

1. 在“可视化效果和筛选器”窗格中，选择“格式格式”（滚筒刷图标 ）以显示自定义选项。

2. 展开 X 轴选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customize-x-axis-and-y-axi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9DeAKM4SNJM


自定义 Y 轴

3. 通过选择“打开”（或“关闭”）滑块来打开和关闭 X 轴。 现在，将它保留为打开打开。 导致用户想要禁用 Y 轴的一个
原因是，节省空间以显示更多数据。

4. 设置文字颜色、文本大小和字体。 在此示例中，我们已将“文字颜色”设置为“黑色”，将“文本大小”设置
为“14”，并将“字体”设置为“Arial Black”。

5. 启用 X 轴标题，并显示 X 轴的名称（在此例中，为 FiscalMonth）。

6. 设置标题的文字颜色、文本大小和字体。 在此示例中，我们已将“标题颜色”设置为“橙色”，将“轴标题”更改
为“会计月份”，并将“标题文本大小”设置为“21”。

7. 若要按 FiscalMonth 排序，请依次选择图表右上角的省略号 (...) 和“按 FiscalMonth 排序”。

进行这些自定义之后，柱形图应如下所示：

若要还原现已完成的所有 X 轴自定义，请选择“X 轴”自定义窗格底部的“还原为默认值”。



自定义具有双 Y 轴的可视化效果

1. 展开“Y 轴”选项。

2. 选择“开”（或“关”）滑块，启用（或禁用）Y 轴。 现在，将它保留为打开打开。 导致用户要禁用 Y 轴的一个原因是，为
了节省空间以显示更多数据。

3. 将 Y 轴的“位置”改为“右”。

4. 设置文字颜色、文本大小和字体。 在此示例中，我们已将“文字颜色”设置为“黑色”，将“文本大小”设置
为“14”，并将“字体”设置为“Arial Black”。

5. 保持“显示单元”设置为“百万”，且“值小数位”设置为“零”不变。

6. 对于此可视化效果，显示 Y 轴标题并不会优化视觉对象，所以保持“标题”设置为“关”不变。

7. 让我们将“颜色”更改为“深灰色”，并将“笔划”增至“2”，以突出显示网格线。

进行这些自定义之后，柱形图应如下所示：



创创建具有两个建具有两个  Y  Y 轴轴的的图图表表

首先会创建一个组合图，它显示商店计数对销售额的影响。 此图表与组合图教程中创建的图表相同。 随后你会对双
Y 轴设置格式。

1. 新建折线图，按“时间 > FiscalMonth”跟踪“销售额 > 去年毛利率”。

2. 通过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按月按月进进行排序行排序”来按月对视觉对象排序。

[NOTE]: For help sorting by month, see sorting by other criteria

1. 一月的 GM% 是 35%，在四月达到峰值 45%，在七月下降，在八月再次达到峰值。 去年和本年度的销售额是
否会呈现类似模式？

2. 将本年度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  > 值值和去年去年销销售售额额添加到折线图。 “去年毛利率”的比例尺（沿 0% 去年毛利率网格线的蓝
线）比“销售额”的比例尺小得多，这样就更难比较了。 而且，Y 轴标签百分比很不合理。

 5. 若要使视觉对象更易于查看和解释，请将折线图转
换为折线和堆积柱形图。

6. 将去年毛利率去年毛利率从列列值值拖动到行行值值中。 现在拥有的是上面创建的堆积柱形图和折线图。 （可以视需要利用上
面学到的知识，设置坐标轴的字体颜色和文本大小。）

Power BI 会创建两个轴，从而允许数据集以不同方式缩放；左侧度量值是美元，右侧度量值是百分比。



对辅对辅助助  Y  Y 轴设轴设置格式置格式

1. 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滚筒刷图标来显示格式选项。

2. 通过选择向下箭头来展开 Y 轴选项。

3. 滚动此列表，直到找到“显显示示辅辅助助对对象象”选项。 将“显显示示辅辅助助对对象象”从关关闭闭切换为打开打开。

4. （可选）自定义两个轴。 如果切换列轴或行轴的位置位置，则两个轴将交换位置。



向两个向两个轴轴添加添加标题标题

对于十分复杂的可视化效果，添加轴标题会有所帮助。 标题可帮助你的同事了解可视化效果所表达的意思。

1. 将 Y 轴轴（列）（列）  和 Y 轴轴（行）（行）  的标题标题切换到打开打开。

2. 将样样式式设置为仅显仅显示示标题标题。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3. 组合图现在显示双轴，它们都具有标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颜色格式设置、标签和轴属性的提示和技巧。

如果报表所有者按日期类型对 X 轴进行分类，则“类类型型”选项将显示，并可以在连续或分类之间进行选择。

有关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的详细信息

自定义标题、背景和图例

自定义颜色和轴属性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圆环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创建圆环图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圆环图类似于饼图，因为它显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唯一的区别是中心为空，因而有空间可用于标签或图标。

这些说明使用零售分析示例创建一个按类别显示本年度销售额的圆环图。 若要继续学习，请下载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或 Power BI Desktop 的示例。

1. 从空白报表页开始，选择“SalesStage”>“销售阶段”字段。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服务，请确保在 “编辑视
图” 中打开报表。

2. 在“字段”窗格中，选择“销售额”>“去年销售额”。

3. 从可视化对象窗格中，选择圆环图的图标 ，将条形图转换为圆环图。 如果“去年销售额”不
在“值”区域中，请将它拖动到其中。

4. 依次选择“项项”>“类别类别”，将其添加到图图例例区域中。

5. （可选）调整大小和图表文本的颜色。

圆环图值的总和相加必须达到 100%。
类别太多会难以查看和解释。

圆环图最适用于将特定部分与整体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各个部分相互比较。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doughnut-charts.md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着色地图（等值线图）
2018/7/17 • • Edit Online

发动到必应的数据

何时使用着色地图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着色地图使用明暗度、颜色或图案来显示不同地理位置或区域之间的值在比例上有何不同。 使用从浅（不太频繁/较
低）到深（较频繁/较多）的明暗度快速显示这些相对差异。

Power BI 与必应相集成，提供默认地图坐标（一个称为地理编码的过程）。 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中
创建地图可视化效果时，“位置”、“纬度”和“经度”存储桶中的数据（用于创建该可视化效果）将发送到必应。

你或管理员可能需要更新防火墙，以允许访问必应用来地理编码的 URL。 这些 URL 是： *
https://dev.virtualearth.net/REST/V1/Locations * https://platform.bing.com/geo/spatial/v1/public/Geodata *
https://www.bing.com/api/maps/mapcontrol

有关发送到必应的数据的详细信息，以及提高地理编码成功率的提示，请参阅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提示和技巧。

着色地图适用情况：

要在地图上显示定量信息。

要显示空间模式和关系。

你的数据已进行标准化处理。

处理社会经济数据时。

当定义的区域很重要时。

要获取跨地理位置的分布的概况。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

若要继续，本教程使用 Power BI 服务，而非 Power BI Deskto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filled-maps-choropleths.md
https://dev.virtualearth.net/REST/V1/Locations
https://platform.bing.com/geo/spatial/v1/public/Geodata
https://www.bing.com/api/maps/mapcontrol


创建基本的着色地图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jTPGNpthcg

在此视频中，Kim 将创建基本地图并将其转换为着色地图。

1. 若要创建你自己的着色地图，请下载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具体方法是登录 Power BI，然后依次选择“获取数
据”>“示例示例”“销销售和市售和市场营销场营销”>>“连连接接”。。

2. 出现成功消息时，选择“查看数据集”。

3. Power BI 将在编辑视图下打开一个空白的报表画布。

4. 从“字段”窗格中，选择“地区”>“状态”字段。

5. 将图表转换为着色地图。 请注意，州现在位于位置框中。 必应地图使用位置框中的字段创建地图。 该位置可
以是各种有效位置：国家/地区、州、县、市、邮政编码或其他邮政编码等。必应地图可提供世界各地的着色地
图形状。 如果“位置”框中没有有效的条目，则 Power BI 无法创建着色地图。

6. 筛选地图使其只显示美国大陆。

a.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底部，查找筛选器区域。

b. 将鼠标悬停在州上方，然后单击 v 形展开图标

c. 在全部旁边添加复选标记，并删除 AK 旁边的复选标记。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jTPGNpthcg


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7. 选择“销售数据”>“消费意愿”以将其添加到“颜色饱和度”框中。 “颜色饱和度”中的字段可很好地控制地图明暗
度。

8. 着色地图为绿色，其中浅绿代表较低的消费意愿数值，深绿代表较高、较积极的消费意愿。 此处我突出显示
了怀俄明州 (WY)，可以看见该州的消费意愿很好，为 74。

9. 保存报表。

有关使用筛选器窗格的信息，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突出显示着色地图中的某个位置可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反之亦然。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将着色地图复制并粘贴到“销售和营销”报表的“情绪”页。

1. 在着色地图中选择一个州。 这样可以突出显示页面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例如，选择德克萨斯州，显示消费意愿
为 74，德克萨斯州位于中部地区 #23，并且大部分销量来自中型商店和便利店。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2. 在折线图上，在否和是之间切换。 这可以筛选着色地图使其显示 VanArsdel 和 VanArsdel 的竞争产品的消费意
愿。

地图数据可以是模棱两可的。 例如，可以有法国的巴黎，但也可以有德克萨斯州的巴黎。 地理数据可能存储在单独
的列中 – 城市名称的列、州或省名称的列，等等 — 因此必应可能无法区分巴黎是哪个巴黎。 如果数据集已经包含
纬度和经度数据，那么 Power BI 可以提供特殊的字段使地图数据不再模棱两可。 只需将包含纬度数据的字段拖放
到“可视化效果”>“纬度”区域。 对经度数据执行相同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o2z9b-s_yM

后续步骤

如果你具有编辑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集的权限，则观看该视频有助于解决地图数据的模糊性。

如果你没有访问纬度和经度数据的权限，则按照这些说明来更新你的数据集。

有关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更多帮助，请参阅 Tips and tricks for map visualizations（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提示和技巧）。

将着色地图添加为仪表板磁贴（固定视觉对象） 
向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更改所使用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o2z9b-s_yM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Maps-in-Power-View-8A9B2AF3-A055-4131-A327-85CC835271F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漏斗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漏斗图

使用漏斗图

创建基本漏斗图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KRZPBnaUXM

漏斗图可帮助你可视化具有顺序连接的阶段的线性流程。 例如，销售漏斗图可跟踪各个阶段的客户：潜在客户 > 合
格的潜在客户 > 预期客户 > 已签订合同的客户 > 已成交客户。 你可以一眼看出漏斗形状传达了你跟踪的流程的健
康状况。

漏斗图的每个阶段代表总数的百分比。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漏斗图的形状类似于一个漏斗 -- 第一阶段为最大
值，每个后一阶段的值都小于其前一阶段的值。 梨形漏斗图也很有用 -- 它可以识别流程中的问题。 但是通常第一阶
段，“进入”阶段为最大值。

漏斗图适用情况：

数据是有序的，经过至少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项目”数量预期大于最后一个阶段的数量。
要按阶段计算可能的值（收入/销售额/交易/等等）。
要计算并跟踪转化率和保留率。

要揭示线性流程中的瓶颈。

要跟踪购物车工作流。

要跟踪点击广告/市场营销活动的进度和成功率。

漏斗图：

可以从报表和问答中固定。

可以进行排序。

支持多个漏斗图。

可以由相同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来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可以用来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相同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观看这段视频了解如何使用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创建漏斗图。

现在让我们创建自己的漏斗图，该图用于显示在每个销售阶段我们所拥有的机会数。

以下说明使用机会分析示例。 若要继续学习，请下载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或 Power 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funnel-chart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KRZPBnaUXM


Desktop 的示例。

1. 从空白报表页开始，选择“SalesStage”>“销售阶段”字段。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服务，请确保在 “编辑视
图” 中打开报表。

2. 将图表转换漏斗图。 请注意，销销售售阶阶段段位于组组框中。

3. 从字段字段窗格中选择事事实实  > 机会机会计计数数。

4. 将鼠标悬停在条形图上可显示大量的信息。

阶段的名称

当前在此阶段的机会数

总体转化率（潜在客户的百分比）

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化率（又称丢弃率）是指占上一阶段的百分比（在该例中为建议阶段/解决
方案阶段）

5. 将漏斗图添加为仪表板磁贴。

6. 保存报表。



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在问答中创建漏斗图

后续步骤

有关使用筛选器窗格的信息，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突出显示漏斗图中的某个条可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反之亦然。 若要遵循此示例，请向包含漏斗图
的报告页中再添加几个视觉对象。

1. 在漏斗图中，选择“建议”条。 这样可以交叉突出显示页面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使用 CTRL 键可选择多个。

2. 若要设置视觉对象如何相互交叉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的首选项，请参阅 Visual interactions in Power
BI（Power BI 中的可视化交互）

打开“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或者至少包含一个从“机会分析示例”数据集固定的可视化对象的任何其他仪表板。 在
问答中键入一个问题时，Power BI 将在与所选仪表板关联（具有固定到所选仪表板的磁贴）的所有数据集中搜索答
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 basic concepts（Power BI - 基本概念）。

1. 在“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中，开始在“问答”问题框中键入问题。

2. 请务必将其添加为“漏斗”，以便 Power BI 知道你希望使用哪个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KPI 视觉对象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 KPI

KPI 可视化要求

NOTENOTE

如何创建 KPI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mja6EpqaO0?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关键绩效指标 (KPI) 是一个视觉提示，用于传达针对可度量目标已完成的进度。 有关 K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KPI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要衡量进度（我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

要衡量与目标的距离（我提前或落后了多少？）

关键绩效指标 (KPI) 基于特定的指标值，旨在帮助你针对定义的目标评估指标的当前值和状态。 因此，KPI 视觉对
象需要一个用于计算值的基础指标值、一个目标指标或指标值，以及一个阈值或目标。

目前 KPI 数据集需要包含 KPI 的目标值。 如果数据集不包含目标，则可以通过向数据模型或 PBIX 文件添加带目标的 Excel 工
作表来创建目标。

若要遵循示例执行操作，请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然后选择“获取数据”>“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我们将创建一个
KPI 来衡量针对销售目标我们已完成的进度。

或观看 Will 介绍如何创建单个指标视觉：仪表、卡片和 KPI。

1. 在编辑视图中打开报表并添加新页面。

2. 选择销销售售  > 本年度本年度总单总单位数位数。 这是指标。

3. 添加时间时间  > 月份月份。 这用于表示趋势。

4. 重要说明：按月对图表进行排序。 在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 KPI 后，没有要进行排序的选项。

5. 在“可视化”窗格中选择 KPI 图标，以便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 KP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kpi.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hh27205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mja6EpqaO0?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后续步骤

6. 添加目标值。 添加上年度销售额作为目标值。 将上年度上年度总单总单位数位数拖到目目标标字段。

7. 你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打开“格式”窗格来设置 KPI 格式。

指指标标  - 控制指标的显示单位和小数位数。
趋势轴趋势轴  - 当设置为开开时，趋势轴显示为 KPI 视觉对象的背景。
目目标值标值  - 当设置为开开时，视觉对象将显示目标值和相对于目标的距离百分比。
颜颜色色编码编码  > 方向方向  - 一些 KPI 被视为值越高越好，一些则视为值越低越好。 例如，收入与等待时间。 通常
更高的收入值好于更高的等待时间值。 选择“越高越好”，并选择性地更改颜色设置。

8. 如果你已经具有所想要的 KPI，将其固定到仪表板。

KPI 还可用于移动设备 – 让你始终保持与业务中心的联系。

如果 KPI 并非如上所示，则可能是因为需要按月进行排序。 由于 KPI 没有排序选项，则需要先按月排序，然后
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 KPI。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径向仪表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径向仪表盘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创建基本的径向仪表盘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mja6EpqaO0?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第第  1  1 步：打开步：打开“Excel “Excel 财务财务示例示例””文件文件

径向仪表盘有一个圆弧，并且显示单个值，该值用于衡量针对目标/KPI 的进度。 使用直线（针）表示目标或目标值。
使用明暗度表示针对目标的进度。 表示进度的值在圆弧内以粗体显示。所有可能的值沿圆弧均匀分布，从最小值
（最左边的值）到最大值（最右边的值）。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是汽车零售商，需要跟踪销售团队每月的平均销量。 我们的目标是 140，用黑色针表示。 可
能的最小平均销量为 0，我们已将最大值设为 200。 蓝色显示本月的平均销量接近 120。 幸运的是，我们仍有一周
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径向仪表适用情况：

显示某个目标的进度。

表示百分比指标值，如 KPI。
显示单个指标的健康状况。

显示可以快速扫描和理解的信息。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财务示例 Excel 工作簿：直接下载该示例。

本文中的说明将使用 Power BI 服务。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登录 Power BI，并打开“Excel 财务示例”文件。

或观看 Will 介绍如何创建单个指标视觉：仪表、卡片和 KPI。

1. 下载“Excel 财务示例”文件（如果还没有的话）。 记住此文件的保存位置。

2.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此文件，具体方法是依次选择“获取数据”>“文件”，并转到此文件的保存位置。 选
择“导入”。 会将该财务示例作为数据集添加到你的工作区。

3. 在“数据集”内容列表中，选择“财务示例”，在浏览模式下打开它。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radial-gauge-charts.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1962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mja6EpqaO0?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步步骤骤  2 2：：创创建建仪仪表表盘盘来跟踪来跟踪总销总销售售额额

1. 在字段字段窗格中，选择总销总销售售额额。

2. 将聚合函数更改为平均平均值值。

3. 选择仪表盘图标  将柱形图转换为一个仪表盘。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创建的仪表盘的当前值（在本例中为平均总销售额）假定在仪表盘的中间点上。 由于
平均总销售额为 $182.76K，因此起始值（最小值）设为 0，结束值（最大）设为双倍的当前值。



步步骤骤  3 3：：设设置目置目标值标值

步步骤骤  4 4：：设设置最大置最大值值

NOTENOTE

1. 将 COGS 拖放到目目标值标值框。

2. 将聚合函数更改为平均平均值值。 Power BI 添加了一个针用于表示我们的目标值 $145.48K。 请注意，我们已经超
过了我们的目标。

也可以手动输入目标值。 请参阅下文的“使用格式选项手动设置最小值、最大值和目标值”。

在步骤 2 中，Power BI 使用“值”字段自动设置最小值（起始）和最大值（结束）。 但是如果你想要设置自己的最大值应
如何操作？ 举例来说，将最大值设置为数据集中的最大总销售额，而不使用双倍的当前值作为可能的最大值。

1. 将字段字段列表中的总销总销售售额额拖放到最大最大值值框。

2. 将聚合函数更改为最大最大值值。



步步骤骤  5 5：保存：保存报报表表

使用格式选项手动设置最小值、最大值和目标值

将重新绘制仪表盘，其新的结束值为总销售额 121 万。

1. 保存报表。
2. 将仪表盘添加为仪表板磁贴。

1. 将最大最大总销总销售售额额从最大最大值值框中删除。

2. 选择滚动油漆刷图标，打开“格式”窗格。

3. 展开仪仪表表盘轴盘轴，然后输入最小最小值值和最大最大值值。



后续步骤

4. 通过取消选中 COGS 旁边的复选标记来删除当前的目标值。

5. 当仪仪表表盘轴盘轴下方显示目目标值标值字段时，请输入一个值。

6. 或者，继续设置仪表盘的格式。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向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散点图和气泡图
2018/7/11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散点图或气泡图

以下情况下，散点以下情况下，散点图图是一个不是一个不错错的的选择选择：：

在以下情况下，气泡在以下情况下，气泡图图是一个不是一个不错错的的选择选择：：

创建散点图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VcfPoVE3Ys?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散点图始终具有两个数值轴以显示水平轴上的一组数值数据和垂直轴上的另一组数值数据。 图表在 x 和 y 数值的
交叉处显示点，将这些值单独合并到各个数据点。 根据数据，这些数据点可能均衡或不均衡地分布在水平轴上。

气泡图将数据点替换为气泡，用气泡大小表示数据的其他维度。

可以设置数据点数量

要显示 2（散点）或 3（气泡）数数值之间的关系。
要将两组数字绘制为一个数据系列的 xy 坐标。
要更改水平轴刻度，但不是绘制成折线图。

要将水平轴转换为对数刻度。

要显示包含成对或分组的值的工作表数据。 在散点图中，你可以调整轴的自由刻度来显示分组值的详细信息。
要显示大组数据中的模式，例如要显示线性或非线性趋势、群集和离群值。

要在不考虑时间的情况下，比较大量数据点。 散点图中包含的数据越多，比较的效果就越好。

如果数据具有 3 个分别含有一组值的数据系列。
要展示财务数据。 不同的气泡大小对增强特定值的视觉效果很有成效。
要使用象限。

观看此视频了解 Will 如何创建散点图，然后遵循以下步骤自行创建一个。

以下说明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继续学习，请下载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或 Power BI
Desktop 的示例。

1. 选择黄色加号图标创建空白报表页。

2. 从“字段”窗格中，选择以下字段：

“销售额” > “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

“销售额” > “总销售差额 %”

“地区” > “地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scatter.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VcfPoVE3Ys?list=PL1N57mwBHtN0JFoKSR0n-tBkUJHeMP2cP


创建气泡图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服务，请确保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报表。

3. 转换为散点图。 在可视化组件窗格中，选择散点图图标

.

4. 将“地区”从“详细信息”拖动到“图例”。 这展示了一个散点图，其中“总销售差额 %”沿 Y 轴绘制，“每平方英尺
的销售额”沿 X 轴绘制。 数据点的颜色表示地区：

现在让我们添加第三个维度。

1. 从字段窗格中，依次将“销售额” > “今年销售额” > “值”拖动到“大小”区域。 数据点扩大到与销售值成正比的
量。



NOTENOTE

2. 将鼠标悬停在一个气泡上。 该气泡的大小反映了“今年销售额”的值。

3. 若要设置气泡图中显示的数据点数量，请在“可视化效果”窗格的“格式”部分，展开“常规”卡片，并调整“数据
量”。 可以将最大数据量设置为 10,000 及以下的任意数量。 随着数据的增加，建议先进行测试，以确保性能
良好。

由于数据点越多可能意味着加载时间越长，因此如果选择发布已达到数据点上限的报表，请务必跨网站平台和移动平

台测试报表，以确保报表性能符合用户预期。 请注意，对于更多的数据点，应该测试不同形状因素的结果以确保良好的
性能。

4. 可以设置可视化颜色、标签、标题、背景等等。 若要提高可访问性，请考虑将标记形状添加到每个行。 对每
行使用不同的标记形状可使报表使用者更容易区分行（或区域）。 若要选择标记形状，请展开“形状”卡片，再
选择标记形状。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散点散点图图只有一个数据点只有一个数据点

还可以将标记形状更改为菱形、三角形或方形：

你的散点图是否只有一个聚合 X 和 Y 轴上的所有值的数据点？ 或者，也许聚合了水平线或垂直线上的所有值？

将字段添加到“详细信息”区域以告知 Power BI 应如何对值进行分组。 每个要绘制的点必须具有唯一的字段。
例如可以是简单的行号或 ID 字段：



后续步骤

或者，如果数据中没有这些内容，则可以创建一个字段，将 X 和 Y 值全部连接到每个点对应的唯一字段中：

要创建新字段，请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查询编辑器将索引列添加到数据集。 然后将该列添加到你的可视化效果
的详细详细信息信息区域。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注册免费试用版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切片器
2018/7/2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切片器

创建切片器

你希望报表读者能够查看总体销售指标，但同时突出显示各个地区经理和不同时间范围的业绩表现。 可以创建单
独的报表或比较图表，也可以使用切片器。 切片器是另一种筛选方法，用于限制在报表的其他可视化效果中显示的
部分数据集。

本教程通过免费的零售分析示例，演示如何创建、格式化以及使用列表及日期范围切片器。 通过有趣的新方法使用
切片器并进行格式化。

在要完成以下操作时，切片器非常有用：

在报表画布上显示常用或重要的筛选器，用以简化访问。

更轻松地查看当前筛选的状态，而无需打开下拉列表。

按数据表中不需要的和隐藏的列进行筛选。

通过将切片器放置在重要的视觉对象旁边来创建更多报表。

Power BI 切片器存在以下限制：

切片器不支持输入字段。

切片器不能固定到仪表板。

切片器不支持明细。

切片器不支持视觉对象级别的筛选器。

若要创建新的切片器，可以选择切片器图标，然后选择要筛选的数据字段（或将其拖到“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字段”框
中），也可以首先选择或拖动数据字段来创建可视化效果，然后选择切片器图标将可视化效果转换为切片器。 不同
数据类型创建不同类型的切片器，并带有不同的效果和选项。

首次更改报表时，“重置为默认值”按钮将亮起。 这可以提醒你，你已对原始报表设置进行更改。 如果离开报表，将
保存（保留）这种更改。 返回报表时，不需要对报表进行重新切片。 但是，如果想将报表重置为作者的默认设置，请
选择顶部菜单栏中的“重置为默认值”按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slicers.md


NOTENOTE

TIPTIP

如果“重置为默认值”按钮保持禁用状态，则表示报表作者已为报表禁用该功能，或报表包含自定义视觉对象。 将鼠标悬停在该
按钮上，即可查看工具提示以获取说明。

创创建新的切片器来按地区建新的切片器来按地区经经理理筛选筛选数据数据

1. 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零售分析示例。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左上方的“编辑报
表”。）

2. 在“概述”页上，画布上不选中任何内容，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切片器”图标 来创建新的切片器。

3. 在选择新切片器后，选择“字段”窗格中“地区”下的“地区经理”来填充切片器。 新切片器是一个在名称前有选
择框的列表。

4. 调整大小并将切片器和其他元素拖至画布，以便为切片器腾出空间。 请注意，如果切片器的大小调整得过
小，切片器项将被截断。

5. 选择切片器上的名称，并注意对页面上其他可视化效果的影响。 再次选中名称以取消选择，并按住 Ctrl 键选
择多个名称。 选择所有名称与不选择任何名称的效果相同。

默认情况下，列表切片器项以字母数字升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若要按反向降序顺序进行排序，请选择切片器右上角的省略号
(...)，然后选择下拉列表中的“按区域经理进行排序”。

创创建新的切片器以按日期范建新的切片器以按日期范围筛选围筛选数据数据

1. 画布上不选中任何内容，下拉“字段”窗格中的“时间”列表，并将“月”（或 Power BI 服务中的“日期”）拖至“可视
化效果”窗格中的“值”框中，以创建新的可视化效果。

2. 选择新的可视化效果后，选择“切片器”图标，将新的可视化效果转换为切片器。 此切片器是填充有日期范围
的滑块控件。



TIPTI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IZPA0UrJyA

控制受切片器影响的页面视觉对象

NOTENOTE

3. 调整大小并将切片器和其他元素拖至画布，以便为切片器腾出空间。 请注意，滑块大小根据切片器大小进行
调整，但如果切片器大小调整得过小，它将消失且日期会被截断。

4. 在滑块中选择不同的日期范围，或选择“日期”字段以键入值，或弹出日历以便更精确地进行选择。 请注意对
页面上其他可视化效果的影响。

默认情况下，数值和日期/时间数据类型会生成范围滑块切片器。 从 2018 年 2 月 Power BI 更新开始，整数数据类型范
围滑块现对齐到整数值，而不是显示小数位。

尽管“月”数据字段默认生成“之间”范围滑块切片器类型，你仍可以将其更改为其他切片器类型和选择选项。 若要更改切片器类
型，请在选择切片器后，将鼠标悬停在切片器的右上方区域，下拉显示的脱字号列表，然后选择其他选项之一，如“列表”或“之
前”。 请注意切片器的外观和选择选项如何变化。

若要深入了解如何创建日期和数值范围切片器，请观看以下视频或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数值范围切片
器。

默认情况下，报表页上的切片器会影响该页上的所有其他可视化效果，而且还会相互影响。 在刚创建的列表和日期
滑块中选择值时，请注意对其他可视化效果的影响。 筛选后的数据是这两个切片器中所选值的交集。

可以使用“视觉对象交互”来排除某些页面的可视觉化效果，以免受到其他可视化效果的影响。 在“概述”页上，“按财
月和地区经理排列的总销售额方差”图表显示针对地区经理的按月总体比较数据，你希望此数据在任何时候都保持
可见。 可以使用“视觉对象交互”来阻止切片器选择筛选此图表。

1. 选择地区经理切片器的情况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可视化工具”下的“格式”菜单并选择“编辑交互”。
在 Power BI 服务中，沿着菜单栏向下浏览“视觉对象交互”下拉列表，并启用“编辑交互”。

页面上所有其他视觉对象上方随即显示筛选器控件 。 最初，所有“筛选器”图标都将被选中。

2. 选择“按财月和地区经理排列的总销售额方差”图表上的“无”图标，以停止切片器对其进行筛选。

3. 选择“月”切片器，然后再次选择“按财月和地区经理排列的总销售额方差”图表上的“无”图标，以停止此切片
器对其进行筛选。 现在，当你在切片器中选择名称和日期范围时，“按财月和地区经理排列的总销售额方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IZPA0UrJyA


同步切片器并在其他页面上使用

NOTENOTE

格式化切片器

差”图表将保持不变。

有关编辑交互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报表中的视觉对象交互。

自 Power BI 2018 年 2 月更新起，可同步切片器并在报表的任意页面上使用。

在当前报表中，“地区每月销售”页还提供“地区经理”切片器，但它不会与在“概述”上创建的切片器同步（这两个切片
器可以有不同的项选择）。 “新商店”页只有“商店名称”切片器。 可以在这些页面上同步新“地区经理”切片器，以便任
何页上的切片器选择会影响所有三个页面上的可视化效果。

TIPTIP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视图”菜单上 选择“同步切片器”（或在 Power BI 服务中启用“同步切片器”窗格）。
随即显示“同步切片器”窗格。

2. 在“概述”页上，选择“地区经理”切片器。 请注意，已经在“可见”列中选择“地区每月销售”页，因为在该页上还
有地区经理切片器，但未在“同步”列中选中。

3. 在“同步”列中，选择“新商店”页和“地区每月销售”页，以在这些页面上同步“概述”切片器。

4. 在“可见”列中，选择“新商店”页，并使“地区每月销售”页保持选中状态。

5. 观察同步切片器并使其在其他页上可见的影响。 在“地区每月销售”页上，“地区经理”切片器现显示与“概
述”页上的切片器相同的选择。 在“新商店”页上，选择“地区经理”切片器会影响可在“商店名称”切片器中使用
的选择。

尽管切片器最初以与原始页面相同大小和相同位置的方式出现在同步页面上，但你可以在不同页面上独立移动、调整

大小和格式化同步切片器。

如果将切片器同步到一个页面，但不让它在该页上可见，那么在其他页面上所做的切片器选择仍然会筛选该页上的数据。

可用的不同格式化选项具体取决于切片器类型。 通过使用“水平”方向、“响应式”布局，和“项”着色，可以生成按钮或
磁贴，而不是标准列表项，并使切片器项调整大小以适应不同的屏幕大小和布局。

1. 在任何页面上选择“区域经理”切片器后，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图标  以显示格式化控件。



常常规选项规选项

2. 选择每个类别旁边的下拉列表箭头，显示和编辑选项。

1. 选择“边框颜色”中的红色，并将“边框粗细”更改为“2”。 启用时，将设置标头和项目外虚线框或实线框的颜
色/粗细。

2. 在“方向”下，“垂直”是默认设置。 选择“水平”可以生成带水平排列磁贴或按钮的切片器，并滚动箭头访问切
片器中不适合的项。

3. 启用“响应式”布局切片器，根据屏幕和切片器大小更改切片器项的大小和排列方式。 对于列表切片器，响应
式布局仅适用于水平方向，可防止项在小屏幕上截断。 对于范围滑块切片器，响应式格式设置更改滑块样
式，并且可以更灵活地调整大小。 这两种类型的切片器都变成了非常小的筛选器图标。



选择选择控件控件选项选项（（仅仅列表切片器）列表切片器）

标头选项标头选项

NOTENOTE
更改响应式布局后，可能会覆盖所设置的特定标题和项格式。

4. 在“X 位置”、“Y 位置”、“宽度”和“高度”中使用数值精度设置切片器位置和大小，或者直接在画布上移动切片
器或调整其大小。 尝试不同的项大小和布局，并注意响应式格式设置如何相应地更改。

若要深入了解水平方向和响应式布局，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创建可调整大小的响应式切片器。

1. 默认关闭“显示全选”。 将其打开，将“选择所有项”添加到切片器，使其在切换时可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有项。
在选择所有项后，单击或点击一个项以取消选择，允许“is-not”类型筛选器。

2. 默认启用“单项选择”。 单击或点击每个项即将其选中，按住 Ctrl 键并同时单击或点击多个项可选择多个项。
关闭“单项选择”后，无需按 Ctrl 即可选择多个项。 再次单击或点击每个项即取消选择。

“标头”默认开启，它可在切片器顶部显示数据字段名称。

1. 设置标头文本格式：将字体颜色设为红色、文本大小为为 14 pt、字体系列为 Arial Black。



项选项项选项（（仅仅列表切片器）列表切片器）

日期日期//数数值输值输入和滑入和滑块选项块选项（（仅仅范范围围滑滑块块切片器）切片器）

其他格式其他格式设设置置选项选项

后续步骤

2. 在“边框”中，选择“仅下框线”，生成带有在“常规”选项下设置的大小和颜色的下框线。

TIPTIP

1. 设置项文本和背景的格式：字体颜色设为黑色、背景为浅红色、文本大小为为 10 pt、字体系列为 Arial。

2. 在“边框”中，选择“框架”，在每个项周围添加带有在“常规”选项下设置的大小和颜色的边框线。

设置为“方向”>“水平”时，取消选择的项显示已选文本和背景颜色，而所选项使用系统默认设置，通常是黑色背景和
白色文本。

设置为“方向”>“垂直”时，项始终显示设置的颜色，选择项时选择框始终为黑色。

“日期/数值输入”选项与列表切片器的“项”选项相同，但没有任何“边框”或下框线。
滑块选项允许你设置范围滑块的颜色，或关闭滑块，仅保留数值输入。

其他格式设置选项默认关闭。 当启用时：

标题标题：：  在切片器顶部添加标题并设置其格式（附加在标头上且与标头无关）。
背景：背景：  将背景颜色添加到整个切片器并设置其透明度。
锁锁定定纵纵横比：横比：  重新调整大小后，切片器的形状保持不变。
边边框：框：  在切片器周围添加 1 像素的边框并设置其颜色。 （此切片器边框是单独的，不受常规边框设置影响。）

注册免费试用版

你有关于如何改进 Power BI 的想法吗？ 提交想法。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https://ideas.powerbi.com/forums/265200-power-bi-ideas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向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 基本概念



使用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中的表
2018/8/6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表

NOTENOTE

先决条件

创建表

表是以逻辑序列的行和列表示的包含相关数据的网格。 它还包含标头和合计行。 表格可以进行数量比较，可以在其
中查看单个类别的多个值。 例如，该表显示了类别类别的 5 个不同的度量值。

在以下情况下选择表是不错的选择：

查看并比较详细数据和精确值（而不是可视化表示形式）时

以表格格式显示数据时

按类别显示数值数据时

如果表格具有过多值，请考虑将其转换为矩形图和/或使用向下钻取。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零售分析示例

我们将创建上图所示的表，以按项目类别显示销售值。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登录 Power BI 服务，并依次选
择“获取数据”>“示例示例”“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连连接接”>，再选择“转至仪表板”。 创建可视化效果需要对数据集和报表拥
有编辑权限。 幸运的是，所有 Power BI 示例都是可以编辑的。 如果报表已与你共享，则无法在报表中创建可视化
效果。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2. 选择“数据集”选项卡，然后向下滚动到你刚才添加的“零售分析示例”数据集。 选择“创建报表”图标。

3. 在报表编辑器中，选择“项” > “类别”。 Power BI 会自动创建一个表，该表列出所有类别。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tables.md


设置表格格式

4. 选择“销销售售  > 平均平均单单价价和“销销售售  > 去年去年销销售售额额”以及“销销售售  > 本年度本年度销销售售额额”，并选择所有 3 个选项（值、目
标和状态）。

5.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找到“值值”一列并拖放值，直到图表列的顺序与该页的第一个图像相匹配。 “值”列应如下
所示。

6. 通过选择大头针图标将该表固定到仪表板

有多种设置表格格式的方法，这里只介绍其中几种。 若要了解其他格式设置选项，请打开“格式设置”窗格（滚动油漆

刷图标 ）并进行浏览。

尝试设置表格中网格的格式。 此处我们已添加蓝色垂直网格，为行添加了空间，并稍微增加了边框和文本的
大小。



![](media/power-bi-visualization-tables/power-bi-table-column2.png)

对于列标题，我们更改了背景色、添加了边框，并增加了字体大小。

甚至可以将格式设置应用于单个列和列标题。 首先展开“字段格式设置”，并从下拉列表选择要设置格式的
列。 根据列值，字段格式设置允许你设置以下内容：显示单位、字体颜色、小数位数、背景、对齐方式等等。
在调整设置后，确定是否将这些设置应用到标头和总计行。



条件格式条件格式

进行了一些其他格式设置后，最终表格如下。 由于格式设置选项较多，最好的了解方法是从默认信息入手，

打开“格式设置”窗格 ，然后开始浏览。

一种类型的格式设置称为条件格式设置，可应用于 Power BI 服务或桌面的“可视化效果”窗格的“值”框的字段中。

通过表的条件格式设置，可以根据单元格值指定自定义单元格背景色和字体颜色，包括使用渐变色。

1. 在 Powr BI Desktop 服务或桌面的“可视化效果”窗格中，在要设置其格式的“值”框中，选择值旁边的向下箭
头（或右键单击该字段）。 只能管理“字段”格的“值”区域中字段的条件格式。

2. 选择“背景色阶”。 在随即显示的对话框中，可以配置颜色，以及最小和最大值。 如果选择“散射”框，还可以配
置一个可选的“居中”值。



我们将某些自定义格式设置应用于“平均单价”值。 选择“散射”，添加一些颜色，然后选择“确定”。

3. 将新字段添加到具有正值和负值的表中。 选择“销售额”>“总销售差额”。

4. 添加数据条条件格式设置，方法是选择“总销售差额”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条件格式设置”>“数据条”。

5.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依次设置“正值条形图”、“负值条形图”的颜色，在“仅显示数据条”旁边放置一个选中标
记，并进行所需的任何其他更改。



TIPTIP

调整表的列宽度的大小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当选择“确定”时，数据条会替换表格中的数字值，使其更易于扫描。

6. 若要从可视化效果中删除条件格式，只需再次右键单击该字段，并选择删删除条件格式除条件格式即可。

还可以在“格式设置”窗格（滚动油漆刷图标）中进行条件格式设置。 选择要设置其格式的值，然后将“色阶”或“数据条”设置为“打
开”以应用默认设置，或者，若要自定义设置，请选择“高级控件”。

有时 Power BI 会截断仪报表中或仪表板上的列标题。 若要显示整个列名称，将鼠标悬停在标题右侧的空白处以显
示双箭头，然后选择并拖动它。

应用列格式时，每列只能选择一个对齐选项：自动、左对齐、居中和右对齐。 通常情况下，一个列包含的内容全部
为文本或全部为数字，而不是二者的混合。 但如果某列同时包含数字和文本，选择“自动”选项时，文本左对齐、



数字右对齐。 此行为支持从左往右阅读的语言。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树状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何时使用树状图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创建一个基本的树状图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树状图将分层数据显示为一组嵌套矩形。 一个有色矩形（通常称为“分支”）代表层次结构中的一个级别，该矩形包含
其他矩形（“叶”）。 根据所测量的定量值分配每个矩形的内部空间，从左上方（最大）到右下方（最小）按大小排列矩
形。

例如，如果我正在分析销量，我可能会为服装类别设置顶层矩形（分支）：城市城市、乡乡村村、青年青年和混合混合。 我的类别矩形将
包含代表服装厂商的较小的矩形（叶），这些较小的矩形将根据销量设置大小和明暗度。 在上面提到的城市城市分支中，
售出了大量 Maximus 服装，Natura 和 Fama 较少，Leo 则非常少。 因此，我的树状图的城市城市分支将具有代表
Maximus 的最大矩形（位于左上角）、代表 Natura 和 Fama 的稍微小点的矩形、代表所有其他销售的服装的大量其
他矩形以及代表 Leo 的一个很小的矩形。 通过比较每个叶节点的大小和明暗度我可以比较其他服装类别销售的服
装数量；矩形越大，颜色越深，则值越大。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树状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要显示大量的分层数据。

条形图不能有效地处理大量值。

要显示每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

要显示层次结构中指标在各个类别层次的分布的模式。

要使用大小和颜色编码显示属性。

要发现模式、离群值、最重要因素和异常。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零售分析示例

想要先观看别人创建一个树状图？ 跳到此视频的 2:10 处观看 Amanda 创建一个树状图。

或者，创建你自己的树状图。 以下说明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跟着介绍一起操作，请登录 Power BI 服务（不是
Power BI Desktkop），并依次选择“获取数据”>“示例示例”“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连连接接”“转转至至仪仪表板表板”>。 在报表中创建
可视化效果需要对数据集和报表拥有编辑权限。 幸运的是，Power BI 示例是可以编辑的。 但如果有人与你共享报
表，你将无法添加新的可视化效果。

1. 选择“总商店数”磁贴，打开“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treemap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kJda4O7oGs


2. 打开编辑视图并选择“销售” > “上年度销售额”指标。

3. 将图表转换为树状图。

4. 将项项目目  > 类别类别拖放到组组中。 Power BI 将创建一个树状图，其中矩形的大小反映总销售额，颜色代表类别。
实际上你已创建以可视化方式描述按类别的总销售额的相对大小的层次结构。 男装男装类的销售额最高，袜袜类销
售额最低。



NOTENOTE

5. 将“商店” > “连锁店”拖放到“详细信息”以完成树状图。 现在你可以按类别和连锁店比较上年度的销售额。

不能同时使用色彩饱和度和详细信息。

6. 将鼠标悬停在连锁连锁店店区域上方以显示类别类别中该部分的工具提示。 例如，将鼠标悬停在 040-Juniors 矩形中
的 Lindseys 上方可显示青少年类别的 Lindsey 部分的工具提示。

7. 将树状图添加为仪表板磁贴（固定视觉对象）。



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8. 保存报表。

有关使用筛选器窗格的信息，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突出显示树状图中的一个类别或详细信息可交叉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反之亦然。 若
要执行此操作，可将一些视觉对象添加到同一页，或者将树状图复制/粘贴到已有其他视觉对象的报表页面。

1. 在树状图中，选择一个类别或类别中的一个连锁店。 这样可以交叉突出显示页面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 例
如，选择 050-Shoes 可显示鞋子的上年度销售额为 $3,640,471，其中 $2,174,185 来自 Fashions Direct。

2. 在按连锁店的上年度销售额饼图中，选择“Fashions Direct”切片，交叉筛选树状图。



后续步骤

3. 若要管理图表相互交叉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的方式，请参阅 Visualization interactions in a Power BI
report（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交互）

将可视化效果固定到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中的瀑布图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KRZPBnaUXM

何时使用瀑布图

创建瀑布图

瀑布图显示随着值的增加或减少的不断变化的总数。 该图对于了解一系列正值和负值更改如何影响初始值（例如，
净收益）很有用。

列使用颜色编码，因此可以快速区分增加和减少。 初始值列和最终值列通常从水平轴开始，而中间值为浮动列。 由
于该图的外观，瀑布图也被称为桥图。

瀑布图适用情况：

跨时序或不同类别更改指标

要审核对总值有影响的主要更改

要通过显示各种收入来源和计算总利润（或损失）绘制公司的的年利润图。

要说明一年中公司的起始和结束员工人数。

要可视化你每月的收入和支出，以及你的帐户的不断变化的余额。

我们将创建按月显示销售差额（比较估计销售额与实际销售额）的瀑布图。 要遵循示例执行操作，请登录到 Power
BI，然后选择获获取数据取数据  > 示例示例  > 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

1. 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并滚动到新的“零售分析示例”数据集。 选择“创建报表”图标，在报表编辑视图中打开数据
集。

2. 从字段字段窗格，选择销销售售额额  > 总销总销售差售差额额。 如果总销总销售差售差额额不在 Y 轴轴区域中，请将其拖至该区域。

3. 将图表转换为瀑布瀑布图图。

4. 选择时间时间  > 财财月月以将它添加到类别类别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waterfall-charts.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Create-a-waterfall-chart-in-Office-2016-for-Windows-8de1ece4-ff21-4d37-acd7-546f5527f185#BKMK_Float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KRZPBnaUXM


5. 按时间顺序对瀑布图排序。 在图表右上角选择省略号 (...)，然后选择“财月”。

6. 进一步了解每月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将“应用商店” > “区域”拖动到“细目”桶中。

7.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按月将前 5 个地区添加到增加结果或减少结果中。 但我们只关注前 2 个地区。 在“格
式设置”窗格中，选择“细目”，并将“最大值”设置为 2。



突出显示和交叉筛选

后续步骤

快速浏览显示，在我们的瀑布图中，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是正负增长变化幅度最大的两个区域。

8. 这个结果很有意思。 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具有如此显著的影响，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销售额远高于
其他区域？ 我们可以来看看。 创建一个按区域显示销售额的地图。

地图验证了我们的结果。 地图显示，这两个区域具有去年（气泡大小）和今年（气泡明暗度）的销售额最高值。

有关使用筛选器窗格的信息，请参阅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突出显示瀑布图中的列可交叉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可视化效果，反之亦然。 但是，“汇总”列不会触发突出显示或响
应交叉筛选。



Power BI 中的报表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卡片可视化对象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使用报表编辑器创建卡片

有时在 Power BI 仪表板或报表中想要跟踪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一个数字，例如总销售额、同比市场份额或商机总
数。 此类可视化对象称为“卡片”。 与几乎所有的本机 Power BI 可视化对象一样，可以使用报表编辑器或“问答”创
建卡片。

以下说明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若要继续学习，请下载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或 Power BI
Desktop 的示例。

1. 首先打开一个空白报表页，然后选择“商店”>“打开商店计数”字段。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服务，则需要在
“编辑视图” 中打开报表。

Power BI 将创建一个包含一个数字的柱形图。

2.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卡片”图标。

3. 将鼠标悬停在某个卡片上，选择固定图标 ，将可视化对象添加到仪表板。

4. 将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

5. 选择固定固定。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visualization-card.md


通过“问答”问题框创建卡片

6. 选择“转到仪表板”。 在此处可以对已固定的可视化效果进行编辑和移动。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问答”问题框制作卡片。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的仪表板或报表中提供了“问答”问
题框。 以下步骤说明如何通过 Power BI 服务仪表板创建卡片。 若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问答”创建卡片，
请遵照适用于 Desktop 报表的“问答”预览功能的这些说明。

1. 创建仪表板和获取数据。 此示例使用机会分析示例。

2. 在仪表板顶部，在提问框中键入你想要了解的有关你的数据的问题。

提示提示： 从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编辑视图，选择提提问问从顶部菜单栏中。 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找到某
个已打开的空间，然后双击打开问题框。

3. 例如，在问题框中键入“机会数”。

问题框中会提供建议和重述，最后显示总数。

4. 选择右上角的固定图标 ，将该卡片添加到仪表板。

5. 将卡片作为磁贴固定到现有仪表板或新仪表板。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QandA


注意事项和疑难解答

格式化卡

现有仪表板：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仪表板的名称。 你的选择仅限当前工作区中的这些仪表板。
新仪表板：键入新仪表板的名称，它将被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6. 选择“固定”。

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右上角附近），告知你可视化效果已作为磁贴添加到你的仪表板中。

7. 选择“转到仪表板”以查看新磁贴。 可在该仪表板上进行重命名、调整大小、添加超链接、重新定位磁贴等操
作。

如果根本看不到问题框，请与系统管理员或租户管理员联系。

如果使用的是 Desktop，而双击报表中的空白区域并未打开“问答”，则可能需要启用“问答”。 选择“文件”>“选项
和设置”>“选项”>“预览功能”>“问答”，然后重启 Desktop。

可以使用许多选项来更改标签、文本、颜色等。 最佳学习方法是创建一张卡，然后浏览“格式”窗格。 下面提供了几
个可用的格式选项。

1. 首先选择画笔图标来打开“格式设置”窗格。



后续步骤

2. 展开“数据标签”并更改颜色、大小和字体系列。 如果你有数以千计的存储，则可以使用“显示单位”来显示数
以千计的存储量并控制小数位数。 例如，125.8K 而不是 125,832.00。

3. 展开“类别标签”并更改颜色和大小。

4. 展开“背景”并将滑块移至“开启”。 现在可以更改背景色和透明度。

5. 继续浏览格式设置选项，直到卡完全满足你的需要。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 R 视觉对象
2018/7/2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Power BI 服务支持查看使用 R 脚本创建的视觉对象并与之交互。 使用 R 脚本创建的视觉对象通常称为 R 视觉对
象 ，它可以借助 R 丰富的分析和可视化功能来显示高级数据成型和分析（如预测）。

R 编程语言是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家和业务分析师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编程语言。 R 语言有一个开放源代码社区，该社区提供超
过 7000 个加载项包以及广泛使用的 R 用户组。 Power BI 服务中部署的 R 版本为 Revolution R Open 3.2.2 。

下图显示了一个 Power BI 仪表板，其中包含一组用于高级分析的 R 视觉对象。

R 视觉对象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创建，例如下图所示的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r-visuals.md
https://www.r-project.org/
http://msdsug.microsoft.com/


R 脚本安全性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报表后，便可将包含一个或多个 R 视觉对象的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R 视觉对
象暂时只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然后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有关创建 R 视觉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使用 R (Power BI Desktop) 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

请注意，该服务并不支持所有 R 程序包。 有关 Power BI 服务当前支持的程序包的列表，请参阅本文末尾的“支持的
程序包”。

你可以下载这个包含数个 R 视觉对象的 Power BI Desktop 示例文件（.pbix 文件），以了解其工作原理并进行试验。

对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然后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的 R 视觉对象，其行为很大程度上与 Power BI 服
务中的其他任何视觉对象类似；你可以与之进行交互，对其进行筛选和切分，还可以将其固定到仪表板，或与他人

共享。 有关共享仪表板和视觉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同事和其他人共享仪表板。 与其他视觉对象的不同之处
在于，R 视觉对象不能显示工具提示，并且不能用于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如下图所示，无论是在仪表板还是报表中，Power BI 服务中的 R 视觉对象的外观和行为很大程度上都与任何其他
视觉对象类似，用户无需了解创建该视觉对象的基础 R 脚本。

R 视觉对象是根据 R 脚本创建的，其中可能包含具有安全风险或隐私风险的代码。

当脚本作者在其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脚本时，这些风险主要存在于创作阶段。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9/A/D9A65269-D1FC-49F8-8EC3-1217E3A4390F/RVisual_correlation_plot_sample SL.pbix


R 脚本错误体验

许可

Power BI 服务应用了 沙盒 技术，可使用户和服务远离安全风险。

这种 沙盒 方法会对 Power BI 服务中运行的 R 脚本施加一些限制，例如不能访问 Internet，或者不能访问创建 R
视觉对象时无需使用的其他资源。

如果 R 脚本发生错误，则不会绘制 R 视觉对象，并且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若要查看该错误的详细信息，请从画
布上的 R 视觉对象错误中选择“查看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再举一个例子，下图显示的是当 R 脚本因为在 Azure 中缺少某个 R 程序包而无法正常运行时出现的错误消息。

R 视觉对象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能在报表中呈现、刷新、筛选和交叉筛选。 有关 Power BI Pro 许可证及
其与免费许可证的区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Pro 内容 — 它是什么？

Power BI 的免费用户只能使用共享给他们的磁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下表介绍了基于授权的 R 视觉对象功能。



已知限制

Power BI 服务中的 R 视觉对象有几个限制：

R 视觉对象支持仅适用于以下页面 上标识的程序包。 目前不提供对自定义程序包的支持。

数据大小限制 - R 视觉对象用于绘制的数据仅限 150,000 行。 如果选择了 150,000 行以上，则只会使用前
150,000 行，且在图像上显示一条消息。

计算时间限制 — 如果 R 视觉对象计算时间超过 60 秒，则脚本将超时，从而导致错误。

R 视觉对象在数据更新、筛选和突出显示时进行刷新。 但是，图像本身不可交互，并且不支持工具提示。

R 视觉对象响应突出显示的其他视觉对象，但你不能单击 R 视觉对象中的元素以进行其他元素的交叉筛
选。

R 视觉对象目前不支持 时间 数据类型。 请改为使用日期/时间。

使用“发布到 Web”时，不会显示 R 视觉对象。

R 视觉对象目前不会随仪表板和报表一起打印

Analysis Services 的 DirectQuery 模式目前不支持 R 视觉对象

中文、日语和朝鲜语字体需要执行以下所有附加步骤才能在 Power BI 服务中正常工作：

*install.packages("showtext")*

powerbi_rEnableShowTextForCJKLanguages =  1

首先，安装 R 程序包 showtext 及其所有依赖项。 可以运行以下脚本来执行此操作：

接下来，在 R 脚本的开头添加以下行：



R 程序包概述

R R 程序包要求和限制程序包要求和限制

支持的程序包：支持的程序包：

R 程序包是以定义明确的格式组合的 R 函数、数据和已编译代码的集合。 安装 R 后，会生成标准的程序包集，其他
程序包可供下载和安装。 安装后，必须将 R 程序包加载到要使用的会话中。 免费 R 程序包的主要源是 CRAN，即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

Power BI Desktop 可以使用任意类型的 R 程序包，且没有任何限制。 可以自行安装 R 程序包用于 Power BI
Desktop（例如，使用 RStudio IDE）。

本文中介绍的“支持的程序包支持的程序包”部分中的程序包支持“Power BI 服服务务”中的 R 视觉对象。 如果在支持的程序包列表
中未找到所需的程序包，可以请求获得所需程序包的支持。 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中的 R 程序包，了解有关如何请
求支持的信息。

R 程序包存在大量要求和限制：

Power BI 服务主要支持带有免费和开源软件许可证（例如 GPL-2、GPL-3、MIT+R 等）的 R 程序包.

Power BI 服务支持已在 CRAN 发布的程序包。 此服务不支持专用或自定义 R 程序包。 我们鼓励用户请求
在 Power BI 服务中公开发布其专用程序包前，先将程序包在 CRAN 上公开发布。

Power BI Desktop 具有两种 R 程序包变体：

对于 R 视觉对象，可以安装任意程序包，包括自定义 R 程序包
对于自定义 R 视觉对象，仅支持公用 CRAN 程序包进行程序包自动安装

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服务当前不支持通过万维网提供客户端到服务器查询的 R 程序包（例如
RgoogleMaps）。 系统会阻止联网进行此类尝试。 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中的 R 程序包，了解有关受支持和
不受支持的 R 程序包的列表。

纳入新的 R 程序包的审核流程具有一系列的依赖项；需要在服务中安装的某些依赖项不受支持。

对于受支持的 R 程序包的长列表（以及不受支持的程序包的短列表），请参阅以下文章：

Power BI 服务中的 R 程序包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available_packages_by_name.html
https://www.rstudio.com/


解决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导入 Access 和 .XLS 文
件出现的问题
2018/7/31 • • Edit Online

情况情况  1 1：未安装：未安装  Access  Access 数据数据库库引擎引擎

NOTENOTE

情况情况  2 2：：Access Access 数据数据库库引擎位版本（引擎位版本（32 32 位或位或  64  64 位）不同于你的位）不同于你的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位版本位版本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Access 数据库和旧版 Excel 工作簿（Excel 97-2003 的 .XLS 文件类型）均使用 Access 数据
库引擎。 有三种常见情形可能会导致 Access 数据库引擎无法正常运行：

当 Power BI Desktop 错误消息指示未安装 Access 数据库引擎时，必须安装与你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匹配的
Access 数据库引擎版本（32 位或 64 位）。 可以从下载页安装 Access 数据库引擎。

如果安装的 Access 数据库引擎位版本不同于 Microsoft Office 安装的位版本，则 Office 应用程序将不能使用 Access 数据库引
擎。

当安装的 Microsoft Office 版本为 32 位，而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为 64 位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相反
的情况也会发生，无论属于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位版本不一致（如果使用的是 Office 365 订阅，请参阅情形情形  3 了解不
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以下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可以修复此位版本不一致错误：

1. 更改 Power BI Desktop 的版本以匹配 Microsoft Office 安装的位版本。 若要更改 Power BI Desktop 的位版
本，请卸载 Power BI Desktop，然后安装与 Office 安装匹配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若要选择 Power BI
Desktop 的版本，请在桌面下载页上选择高高级级下下载选项载选项。

在出现的下载页上选择你的语言，然后选择下下载载按钮。 在出现的屏幕上，选择 PBIDesktop.msi 旁边的复选框
以选择 32 位版本，或 PBIDesktop_x64.msi 旁边的复选框以选择 64 位版本。 在下面的屏幕中，选择了 64 位
版本。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ccess-database-errors.md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3255


情形情形  3 3：无法：无法结结合使用合使用  Office 365  Office 365 订阅订阅和和  Access  Access 或或  .XLS  .XLS 文件文件

导导致致导导入入问题发问题发生的其他情形生的其他情形

NOTENOTE

c:\users\joe\downloads\AccessDatabaseEngine.exe /passive

c:\users\joe\downloads\AccessDatabaseEngine_x64.exe /passiv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 32 位版本时，如果创建非常大的数据模型，可能会遇到内存不足的问题。

2. 更改 Microsoft Office 的版本以匹配 Power BI Desktop 安装的位版本。 若要更改 Microsoft Office 的位版
本，请卸载 Office，然后安装与 Power BI Desktop 安装匹配的 Office 版本。

3. 如果试图打开 .XLS 文件（Excel 97-2003 工作簿）时出错，可以通过在 Excel 中打开 .XLS 文件并将其另存为
XLSX 文件，来避免使用 Access 数据库引擎。

4. 如果前三种解决方案不可行，则可安装 Access 数据库引擎的两个版本，但这不是建议的解决方法。 安装两个
版本将解决 Power Query for Excel 和 Power BI Desktop 的这一问题，但将对自动（默认）使用最先安装的
Access 数据库引擎的位版本的任何应用程序引入错误和问题。 若要安装 Access 数据库引擎的两个位版本，
请下载两个版本，然后使用被动开关分别运行它们。 例如：

如果使用的是 Office 365 订阅，无论是 Office 2013 还是 Office 2016，Access 数据库引擎提供程序是在仅供
Office 进程访问的虚拟注册表位置中进行注册。 因此，不是 Office 进程的 Mashup 引擎（负责运行非 Office 365
Excel 和 Power BI Desktop）不能使用 Access 数据库引擎提供程序。

若要纠正这种情形，可以下载并安装与 Power BI Desktop 安装位版本匹配的 Access 数据库引擎可再发行组件（请
参阅前面的部分，了解有关位版本的详细信息）。

我们会尽可能地收录 Access 或 .XLS 文件出现的问题。 如果遇到本文未收录的问题，请将问题提交给 Power BI 支
持团队。 我们会定期查看可能会对大量客户造成影响的问题，并将其收录到我们的文章中。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3255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3255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解决 Power BI Desktop 不启动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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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本地数据网关和 Power BI Desktop 存在的问题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1 1：安装最新版：安装最新版  Power BI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2 2：卸：卸载载或停止运行或停止运行  Power BI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Windows  Windows 服服务务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3 3：使用管理：使用管理员员特特权权运行运行  Run Power BI Desktop Run Power BI Desktop

解决连接到 SQL Server 时发生的问题

"An error happened while reading data from the provider: 'Could not load file or assembly 
'System.EnterpriseServices, Version=4.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xxxxxxxxxxxxx'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Either a required impersonation level was not provided, or the provided impersonation level is 
invalid. (Exception from HRESULT: 0x80070542)'"

帮助解决在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时遇到的其他问题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已安装且正在运行旧版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的用户可能无法启动 Power BI Desktop，
因为 Power BI 本地网关对本地计算机的命名管道施加了管理策略限制。

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与本地数据网关相关的问题，并允许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最新版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不会对本地计算机施加命名管道限制，这样 Power BI Desktop 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如需继续使用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建议采用此解决方案。 可以从此位置下载最新版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
请注意，此链接是指向安装可执行文件的直接下载链接。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可以卸载或停止运行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 Windows 服务。这样一
来，便会撤消策略限制，并允许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或者，可以管理员身份启动 Power BI Desktop，这也会使其成功启动。 仍建议安装最新版 Power BI 本地数据网关，
如本文先前部分中所述。

值得注意的是，Power BI Desktop 是作为多进程体系结构设计的，其中一些进程使用 Windows 命名管道进行通信。
可能会有其他进程干扰这些命名管道。 此类干扰最常见原因是安全性，包括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可能会阻止管道或
将流量重定向到特定端口的情况。 使用管理员权限启动 Power BI Desktop 可以解决该问题。 如果无法使用管理员
权限启动，请与管理员联系，确定应用了哪些阻止命名管道正确通信的安全规则，并将 Power BI Desktop 及其各自
的子进程列入白名单。

如果连接 SQL Server 数据库时遇到类似以下错误消息，通常可以管理员身份启动 Power BI Desktop，然后连接
SQL Server，以解决此问题：

以管理员身份启动并建立连接后，可正确注册所需 DLL。 此后，无需以管理员身份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我们会尽可能地收录 Power BI Desktop 出现的问题。 我们会定期查看可能会对大量客户造成影响的问题，并将其
收录到我们的文章中。

如果无法启动 Power BI Desktop 不是由于本地数据网关所致，或先前的解决方案不起作用，可以向 Power BI 支持
(https://support.powerbi.com)) 提交支持事件，这样有助于我们发现并解决用户遇到的问题。

如果今后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时遇到其他问题（我们希望不会出现问题或出现的问题很少），启用跟踪和收集
日志文件将有助于更好地隔离和发现问题。 若要启用跟踪，请依次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和“诊断”，再选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error-launching-desktop.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3
https://support.powerbi.com
https://support.powerbi.com


中“诊断选项”下的“启用跟踪”。 我们认识到，必须运行 Power BI Desktop，才能设置此选项，这更有助于解决今后发
生的与启动 Power BI Desktop 相关的问题。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类型
2018/8/8 • • Edit Online

确定并指定列的数据类型

数字数字类类型型

本文介绍 Power BI Desktop 和数据分析表达式 (DAX) 中支持的数据类型。

当你将数据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中时，它将尝试将源列的数据类型转换为能更好地支持更高效的存储、计算
和数据可视化的数据类型。 例如，如果从 Excel 导入的值的列没有小数值，Power BI Desktop 会将整个数据列转换
为整数数据类型，这能更好地存储整数。

这一概念很重要，因为某些 DAX 函数具有特殊的数据类型要求。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 DAX 会为你隐式转换数据类
型，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会进行转换。 例如，如果 DAX 函数需要日期数据类型，而你的列的数据类型为文
本，DAX 函数将不能正常工作。 因此，获取适用于列的正确数据类型是重要并且有用的。 隐式转换将会在本文的后
一部分进行介绍。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可以在查询编辑器（或数据视图和报表视图中）确定并指定列的数据类型：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中的数据器中的数据类类型型

数据数据视图视图或或报报表表视图视图中的数据中的数据类类型型

查询编辑器中的数据类型下拉列表具有两种当前在数据或报表视图中不提供的数据类型：日期日期/时间时间/时时区区和持持续续
时间时间。 将使用这些数据类型的列加载到模型中，并在数据或报表视图中对其进行查看时，使用日期/时间/时区数据
类型的列将会被转换为日期/时间，而使用持续时间数据类型的列将会被转换为十进制数字。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data-types.md


NOTENOTE

日期日期//时间类时间类型型

文本文本类类型型

True/False True/False 类类型型

空白空白/Null /Null 类类型型

表数据表数据类类型型

Power BI Desktop 支持三种数字类型：

十十进进制数制数  – 表示 64 位（八字节）浮点数。 它是最常见的数字类型，与你通常想象的数字相对应。 虽然十进制数类型
被设计为处理带小数值的数字，但还可以处理整数。 十进制数类型可以处理从 -1.79E +308 到 -2.23E -308 的负
值、0，以及从 2.23E -308 到 1.79E + 308 的正值。 例如，34、34.01 和 34.000367063 等数字都是有效的十进制
数。 可以用十进制数类型表示的最大值为 15 位数。 小数分隔符可出现在数字的任意位置。 十进制数类型与 Excel
存储其数字的方式相对应。

定点十定点十进进制数制数  – 小数分隔符的位置是固定的。 小数分隔符右侧始终有四位数，并可以表示有意义的 19 位数。 它可
以表示的最大值为 922,337,203,685,477.5807（正或负）。 定点十进制数类型在舍入可能会引发错误的情况下非常
有用。 在处理许多带小数值的数字时，有时它们会累积并强制性地使数据稍有偏离。 由于小数分隔符右侧四位数其
后的数字会被截断，定点十进制数可以帮助你避免这些类型的错误。 如果你熟悉 SQL Server，此数据类型可对应
于 SQL Server 的十进制 (19,4)，或 Power Pivot 中的货币数据类型。

整数整数  – 表示 64 位（八字节）整数值。 由于它是一个整数，其小数位数右侧没有数字。 它支持 19 位数；从 -
9,223,372,036,854,775,808 (-2^63)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2^63-1) 的正数或负数。 它可以表示各种数值
数据类型可能的最大数字。 与定点十进制数类型相同，在需要控制舍入的情况下，正数类型非常有用。

Power BI Desktop 数据模型支持 64 位整数值，但由于存在 JavaScript 限制，因此视觉对象可安全表达的最大数字是
9,007,199,254,740,991 (2^53-1)。 如果在数据模型中使用大于以上值的数字，可在将该数字添加到视觉对象前，通过计算减
小其大小

Power BI Desktop 支持查询视图中的五种日期/时间数据类型，以及报表视图和模型中的三种日期/时间数据类型。
在加载到模型的过程中，日期/时间/时区和持续时间都将被转换。

日期日期/时间时间  – 表示日期和时间值。 实际上，日期/时间值是以十进制数类型进行存储的。 因此你实际上可以在这两种
类型之间进行转换。 日期的时间部分存储为 1/300 秒 (3.33 ms) 的整数倍的分数。 支持 1900 年和 9999 年之间的
日期。

日期日期  – 仅表示日期（没有时间部分）。 转换为模型时，日期与表示分数值的带零日期/时间值相同。

时间时间  – 仅表示时间（没有日期部分）。 转换为模型时，时间值与小数位数左侧没有数字的日期/时间值相同。

日期日期/时间时间/时时区区  – 表示 UTC 日期/时间。 目前，加载到模型中时，它将被转换为日期/时间类型。

持持续时间续时间  – 表示时间的长度。 加载到模型中时，它将被转换为十进制数类型。 与十进制数类型相同，可将其添加到
日期/时间字段，或从日期/时间字段中减去，并获取正确的结果。 与十进制数类型相同，你可以在显示度量值的可
视化效果中轻松地使用它。

文本文本  - Unicode 字符数据字符串。 可以是字符串、数字或文本格式表示的日期。 其最大字符串长度为 268,435,456
Unicode 字符（256 Mega 字符）或 536,870,912 字节。

True/False – 为 True 或 False 的布尔值。

空白空白  - DAX 中表示和替代 SQL Null 的数据类型。 你可以使用 BL ANK 函数创建空白，并使用 ISBL ANK 逻辑函数
对其进行测试。

DAX 在许多函数中使用表数据类型，例如聚合和时间智能计算。 某些函数需要引用表；其他函数返回随后可用于输
入到其他函数的表。 在某些需要表作为输入的函数中，你可以指定计算结果为表格的表达式；对于一些函数，则需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820.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204.aspx


DAX 公式中的隐式和显式数据类型转换

隐隐式数据式数据转换转换表表

NOTENOTE

运算符运算符  (+)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INTEGER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时间

CURRENCY CURRENCY CURRENCY REAL 日期/时间

REAL REAL REAL REAL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运算符运算符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INTEGER INTEGER CURRENCY REAL REAL

CURRENCY CURRENCY CURRENCY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要引用基础表。 有关特定函数的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DAX 函数引用。

关于用作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类型，每个 DAX 函数都有特定的要求。 例如，某些函数要求对某些参数使用整数，而
将日期用于其他；其他函数则要求文本或表。

如果你指定的在列中作为参数的数据与该函数所需的数据类型不兼容，在很多情况下，DAX 将返回错误信息。 但
是，只要可能，DAX 会尝试将数据隐式转换为所需的数据类型。 例如：

你可以以字符串的形式键入日期，DAX 会分析该字符串并尝试将其转换为 Windows 日期和时间格式之一。
你可以添加 TRUE+1 并获得结果 2，因为 TRUE 被隐式转换为数字 1，并执行 1+1 的操作。
如果在两个列中添加值，其中一个值恰好以文本方式表示 ("12")，而另一个值以数字方式表示 (12)，DAX 会将
字符串隐式转换为数字，然后执行加法并获得数值结果。 下面的表达式将返回 44: = "22" + 22。
如果尝试连接两个数字，Excel 会将其以字符串表示并进行连接。 下面的表达式将返回 "1234": = 12 & 34。

执行的转换的类型由运算符确定，它在执行所请求的操作之前会将值转换为所需的值。 这些表列出了运算符，并指
示当其与交叉行内的数据类型配对时，对列中每种数据类型执行的转换。

这些表中不包含文本数据类型。 当数字以文本格式表示时，在某些情况下，Power BI 将尝试确定数字类型并将其表示为数字。

加法加法  (+)

例如，如果在加法运算中将实数与货币数据结合使用，两个值都会转换为 REAL，并且返回的结果为 REAL。

减法减法  (-)

下表中，行标题是被减数（左侧），列标题是减数（右侧）。

例如，如果在减法运算中将日期与其他任何数据类型结合使用，两个值都会转换为日期，返回的值也会是日期。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634396.aspx


NOTENOTE

运算符运算符  (*)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INTEGER INTEGER CURRENCY REAL INTEGER

CURRENCY CURRENCY REAL CURRENCY CURRENCY

REAL REAL CURRENCY REAL REAL

运算符运算符  (/)（行（行 /列）列）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INTEGER REAL CURRENCY REAL REAL

CURRENCY CURRENCY REAL CURRENCY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日期/时间 REAL REAL REAL REAL

比比较较运算符运算符

比比较较运算符运算符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INTEGER INTEGER CURRENCY REAL REAL

CURRENCY CURRENCY CURRENCY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数据模型还支持一元运算符 - （负号），但此运算符不会更改操作数的数据类型。

乘法乘法  (*)

例如，如果在乘法运算中将整数与实数结合使用，两个数字都会转换成为实数，并且返回的值也是 REAL。

除法除法  (/)

下表中，行标题是分子（左侧），列标题是分母（右侧）。

例如，如果在除法运算将整数与货币值结合使用，两个值都会转换为实数，并且结果也是实数。

在比较表达式中，布尔值被视为大于字符串值，字符串值被视为大于数字或日期/时间值；数字和时间值被视为同
级。 布尔值或字符串值不执行任何隐式转换；BL ANK 或空白值会被转换为 0/""/false，具体取决于其他进行比较的
值的数据类型。

下面的 DAX 表达式对此行为进行了说明：

=IF(FALSE()>"true","Expression is true", "Expression is false")，返回 "Expression is true"

=IF("12">12,"Expression is true", "Expression is false")，返回 "Expression is true"

=IF("12"=12,"Expression is true", "Expression is false")，返回 "Expression is false"

针对数字或日期/时间类型所执行的隐式转换如下表所述：



日期/时间 REAL REAL REAL 日期/时间

比比较较运算符运算符 INTEGER CURRENCY REAL 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

空白、空字符串和零空白、空字符串和零值值的的处处理理

表达式表达式 DAX EXCEL

BLANK + BLANK BLANK 0（零）

BLANK + 5 5 5

BLANK * 5 BLANK 0（零）

5/BLANK 无穷大 错误

0/BLANK NaN 错误

空白/空白 BLANK 错误

FALSE OR BLANK FALSE FALSE

FALSE AND BLANK FALSE FALSE

TRUE OR BLANK TRUE TRUE

TRUE AND BLANK FALSE TRUE

BLANK OR BLANK BLANK 错误

BLANK AND BLANK BLANK 错误

在 DAX 中，NULL、空值、空单元格或缺失值均以相同的新值类型 BL ANK 表示。 你可以使用 BL ANK 函数创建空
白，并使用 ISBL ANK 函数对其进行测试。

空白在运算中的处理方式（例如加法或连接）取决于单个函数。 下表总结了 DAX 和 Microsoft Excel 公式对空白的
处理方式的区别。



Power BI Desktop 隐私级别
2018/8/2 • • Edit Online

配置隐私级别

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示例数据源示例数据源

私有数据源私有数据源 隐隐私私数据源包含敏感或机密信息，并且

数据源的查看权限可能仅限于授权用

户。 隐私数据源与其他数据源完全隔
离。

Facebook 数据、包含股票奖励的文本文
件或包含员工查看信息的工作簿。

组织组织数据源数据源 组织组织数据源将数据源的可见性限制为仅

受信任的人员组。 组织组织数据源与所有公公
共共数据源隔离，但对于其他组织组织数据源

可见。

位于受信任的 intranet SharePoint 站
点，向受信任的组启用了权限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

公共数据源公共数据源 公共公共数据源给予每个人对数据源中包含

的数据的查看权限。 只有文件、Internet
数据源或工作簿数据可以标记为“公共”。

来自 Microsoft Azure 市场的免费数据、
来自维基百科页的数据或包含从公共网

页复制的数据的本地文件。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隐私级别指定隔离级别，该隔离级别定义一个数据源与其他数据源的隔离程度。 尽管严
格的隔离级别能阻止数据源之间的信息交换，但也可能降低功能和影响性能。

可通过选择“文件文件  > 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  > 选项选项”，然后选择“当前文件当前文件  > 隐隐私私”找到“隐隐私私级别级别”设置。该设置确定 Power BI
Desktop 合并数据时是否使用你的隐私级别设置。 此对话框包含指向 Power BI Desktop 有关隐私级别和隐私级别
（本文）的文档的链接。

使用隐私级别设置，你可以指定隔离级别，该隔离级别定义一个数据源必须与其他数据源隔离的程度。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privacy-levels.md


配置隐私级别设置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配置隐私级别

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根据每个源的根据每个源的隐隐私私级别设级别设置合并数据置合并数据（处于打开状态且为默

认设置）

隐私级别设置用于确定合并数据时数据源的隔离级别。

忽略忽略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处于关闭状态） 合并数据时不考虑隐私级别，可能会提高数据的性能和功能。

C a u t i o nC a u t i o n

每个数据源的“隐私”设置对话框可在“文件”>“选项和设置”>“数据源设置”中找到。

若要配置数据源的隐私级别，请选择数据源，然后选择编辑编辑。 数据源数据源设设置置对话框出现时，你可以从对话框底部的下

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隐私级别，如下图所示。

应将包含高度敏感或机密数据的数据源配置为“隐私”。

隐隐私私级别级别是一种设置，默认情况下它被设置为根据每个源的根据每个源的隐隐私私级别设级别设置合并数据置合并数据，这表示隐隐私私级别级别未启用。

安全安全说说明：明：  通过选择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对话框中的忽略忽略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并潜在地提高性能来启用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可能会向未经

授权的人员泄露敏感或机密数据。 除非确信数据源不包含敏感或机密数据，否则请不要启用隐隐私私级别级别。

Power BI 服务不支持“忽略隐私级别并可能会提升性能”。 因此，如果将启用此设置的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发布
到 Power BI 服务，不要在服务中使用它时反映这种行为。

配置配置隐隐私私级别级别

在 Power BI Desktop 或在查询编辑器中，选择文件文件  > 选项选项和和设设置置  > 选项选项然后选择当前文件当前文件  > 隐隐私私。



a. 当选择根据每个源的根据每个源的隐隐私私级别设级别设置合并数据置合并数据时，数据将根据你的隐私级别设置进行合并。 跨隐私隔离区域合并
数据会导致某些数据缓冲。

b. 当选择忽略忽略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并潜在地提高性能时，数据合并时将忽略隐私级别，这可能会向未经授权的用户泄漏敏感

或机密数据。 该设置可能会提高性能和功能。

安全安全说说明：明：  选择忽略忽略隐隐私私级别级别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并潜在地提高性能可能会提高性能；不过，Power BI Desktop 不能保证合并到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的数据的隐私。



Power BI 中的连接器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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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连接器

数据扩展插件安全性

在 Power BI 中，客户和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展其能够连接到的数据源，例如使用现有连接器和通用数据源
（如 ODBC、OData、Oledb、Web、CSV、XML、JSON）。 除这些数据源外，开发人员还可以创建称为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接
器器的数据扩展插件，并对连接器进行认证，使其成为经过认证经过认证的的连连接器接器。

在以前版本的 Power BI 中，使用功能开关启用了使用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器接器的功能。 现在，有一个菜单可供安全地控制想
要允许在系统上运行的自定义代码的级别：所有自定义连接器，或仅限 Microsoft 在“获取数据”对话框中认证和分发
的连接器。

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器接器能够容纳各种可能性，包括对业务至关重要的小型 API，以及 Microsoft 尚未实施的大型行业特定服
务。 大多数此类连接器将由供应商自行分发，如果需要特定的数据连接器，则应联系供应商。

若要使用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器接器，请将它们放在 [Documents]\Power BI Desktop\Custom Connectors 文件夹中，并按照以
下部分所述调整安全设置。

无需调整安全设置即可使用经过认证经过认证的的连连接器接器。

若要更改数据扩展插件安全设置，请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依次选择“文件”>“选项和设置”>“选项”>“安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connector-extensibility.md


在“数据扩展插件”下，可从两个安全级别中进行选择：

（推荐）仅允许加载经过认证的扩展

（不推荐）允许加载任何插件而不发出警告

如果计划使用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器接器或你或第三方开发并分发的连接器，则必须选择“（不推荐）允许加载任何插件而不发出
警告”。 除非计划运行自定自定义连义连接器接器，否则我们不建议使用该安全设置。

使用 （推荐）（推荐）  安全设置时，如果系统中存在自定义连接器，则会显示错误，说明由于安全原因而无法加载连接器。



经过认证的连接器

若要解决该错误并使用这些连接器，你必须将安全设置更改为之前所述的 （不推荐）（不推荐）  设置，然后重启 Power BI
Desktop。

数量有限的数据扩展插件会被视为经过认证经过认证，此类经过认证的连接器可通过“获取数据”对话框获得，但负责维护和
支持的仍然是创建连接器的第三方开发人员。 虽然 Microsoft 会分发这些连接器，但我们不对其性能或持续正常工
作负责。

如果想要认证自定义连接器，请让供应商与 Microsoft 联系。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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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 Power BI 的 YouTube 频道！

下面的列表介绍了所有关于 Power BI Desktop 的可用视频。 可选择下列任一链接来观看相关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gam9M8I0xA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MAsitQ2cAc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yIUx-HmQbw

Power BI Desktop 的高级概述，从获取数据并生成报表到将此报表上载到 Power BI 以便可刷新并与其他用
户共享。

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生成令人惊叹的报表。

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编辑器”导入、调整和转换数据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videos.md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N57mwBHtN2q1WbU5O29rrn_A0lkVv9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am9M8I0xA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gam9M8I0x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IUx-HmQbw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MAsitQ2c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IUx-HmQbw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yIUx-HmQbw


此前的 Power BI Desktop 月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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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更新 (2.60.5169.3201)

建模建模

报报表表

分析分析

自定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本文章介绍了 Power BI Desktop 之前的更新。 有关最新月份版本，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最新更新。

你始终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如果运行的是 Windows 10，还可以从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
Power BI Desktop。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安装 Power BI Desktop，每月版本都相同。 请参阅本文，了解详细信息。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未提供相关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以下各节描述了 Power BI Desktop 之前月份的更新。

7 月的重大更新值得单独举办一场烟火表演，其中包含了梦寐以求的数据和报表功能，它们可以显著提升视觉效果
和迸发灵光一闪式的丰富洞察力。

以下是 7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更新：

复合模型（预览阶段）[视频] [文章] [博客]
多对多关系（预览阶段）（与复合模型相关联）[视频] [文章] [博客]
存储模式（预览阶段）（与复合模型相关联）[视频] [文章] [博客]

具有更多灵活性和格式设置的新视觉对象标头 [视频] [文章] [博客]
壁纸格式设置 [视频] [文章] [博客]
主题更新 - 更多视觉和页面控制（预览阶段）[视频] [博客]
表和矩阵的工具提示 [视频] [博客]
关闭视觉对象的工具提示 [视频] [博客]
切片器辅助功能 [视频] [博客]
格式设置窗格改进 [视频] [博客]
线条和组合图的渐变线支持 [视频] [博客]
为各个系列关闭组合图数据标签 [视频] [博客]
排序体验改进 [视频] [博客]

分配系数见解 [视频] [博客]

Power BI 认证类别 [视频] [博客]
禁用特定的组织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四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latest-update-archiv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compositeMode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4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compositeMode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compositeMode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8m2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visualHeader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14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wallpaper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19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theme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22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tableTooltip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22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tooltip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27m2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slicerAccessibility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30m1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formattingPane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32m4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steppedLine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34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comboDataLabe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35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sorting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37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distributionFactor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41m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certifiedVisua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42m3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org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44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vi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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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B2 DirectQuery 连接器（预览阶段）[视频] [博客]
对 Web By Example 连接器的改进 [视频] [文章] [博客]
SAP HANA - 变量输入体验中的默认变量值 [视频] [文章]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阳光照耀 6 月的更新，多项功能和改进功能为报表增添光彩，为用户提供更多见解。

下面介绍了 6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报表的高对比度支持 [视频] [文章] [博客]
圆环图半径控制 [视频] [博客]
饼图和圆环图的详细信息标签位置控制 [视频][博客]
为组合图中的每个度量值单独设置数据标签格式 [视频] [博客]
较长的电话报表 [视频] [博客]

两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数据视图中的筛选和排序 [视频] [文章] [博客]
改进区域设置筛选 [视频] [博客]

SAP BusinessWarehouse 连接器改进（新的驱动器和性能改进，以及层次结构变量的支持改进）[视频] [文章] [博
客]
现在，Spark 连接器支持 Windows 身份验证 [视频] [博客]
OData V4 连接器增强功能 [视频] [博客]
ODBC 连接器改进（首行的折叠支持、根据 DSN 目录筛选导航）[视频] [博客]

主权云选择器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54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IBMDB2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54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WebByExample
https://youtu.be/Mtig3rmIUe0?t=56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SAPHAN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tig3rmIUe0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highContrast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6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donutRadius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7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detailLabels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9m2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comboLabels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11m2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phoneReports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17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13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filterAndSort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15m3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locale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21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24m3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spark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25m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oData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26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odbc
https://youtu.be/4VpGtWSrssE?t=27m4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national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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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五月的更新中涌现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功能和改进，我们希望能在你的报告中传播阳光，让它们带着优异的见解美

丽绽放。

下面介绍了 5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通过其他字段设置条件格式 [视频] [博客]
高级切片器同步 [视频] [博客]
日志轴改进 [视频] [博客]
漏斗图的数据标签选项 [视频] [博客]
将线条笔划宽度设置为零 [视频] [博客]

度量值钻取 [视频] [文章] [博客]

增量刷新（预览）[视频] [文章] [博客]

多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新的“通过 Web”连接器 - 通过示例数据提取（预览版）[视频] [文章] [博客]
应用连接器的常用数据服务 (beta) [视频] [博客]
Azure KustoDB 连接器 (beta) [视频] [博客]
Google BigQuery 和 Azure HDInsight Spark 连接器现已公开提供 [视频] [博客]
Adobe Analytics 连接器更新 - 支持多个域登录（预览）[视频] [博客]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连接器更新 - 分析视图支持 [视频] [博客]
OLE DB 连接器更新 - 支持备用 Windows 凭据 [视频] [博客]
SAP BW DirectQuery 连接器更新 - 改进的技术名称支持 [视频] [博客]

“从示例中添加列”的改进 [视频] [博客]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4VpGtWSrssE
https://youtu.be/-_GMCE1TLvQ?t=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youtu.be/-_GMCE1TLvQ?t=3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slicerSync
https://youtu.be/-_GMCE1TLvQ?t=5m4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logAxis
https://youtu.be/-_GMCE1TLvQ?t=6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funnelChart
https://youtu.be/-_GMCE1TLvQ?t=6m4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lineStroke
https://youtu.be/-_GMCE1TLvQ?t=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measureDrillthrough
https://youtu.be/-_GMCE1TLvQ?t=7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incrementalRefresh
https://youtu.be/-_GMCE1TLvQ?t=9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0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FromWebConnector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cdsApps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kustoDB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googleBigQueryAzureHDInsightSpark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AdobeAnalytics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vsts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oledb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_GMCE1TLvQ?t=12m5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addColumnFrom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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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我们没开玩笑，非常高兴四月更新 Power BI Desktop。 我们将提供数个领域的更新，希望这些能帮助你以令人惊叹
的精美视觉对象来增色未来报表。

下面介绍 4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问答资源管理器 [视频] [博客]
触发操作的按钮 [视频] [文章] [博客]
组合图线条样式 [视频] [博客]
改进了针对视觉对象的默认排序 [视频] [博客]
数值切片器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更新语言架构 [视频] [文章] [博客]
新 DAX 函数：COMBINEVALUES() [视频] [博客]

组织的视觉对象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多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Adobe Analytics 连接器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SAP HANA 连接器改进：端口选项 [视频] [文章] [博客]
Dynamics 365 Business Central 连接器 [视频] [文章]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_GMCE1TLvQ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Q&AExplorer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9m42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button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buttons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16m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comboLines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19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sort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21m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numericSlicer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22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linguisticSchema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23m3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combineValues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26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organizationalVisuals
https://youtu.be/W_Nb73Od_AI?t=28m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overviewByCloudScope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2m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multi-selec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adobeAnalytic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2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sapHana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4m1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dynamics365BusinessCentral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_Nb73Od_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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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更新 (2.55.5010.521)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我们非常幸运能在三月更新 Power BI Desktop。 下面介绍了 3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文章]报表页工具提示 [视频] [博客]
书签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表和矩阵列的显示单位和精度控制 [视频] [文章] [博客]
关闭报表读取模式中的视觉对象标头 [视频] [博客]
改进了默认视觉对象布局 [视频] [博客]

多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文章] [博客]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连接器改进功能 [视频] [文章] [博客]
SAP HANA 连接器增强功能 [视频] [文章] [博客]

SAP BW DirectQuery 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器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DirectQuery 多维支持功能现已公开发布
SSL 证书验证支持

改进了错误报告 [视频] [文章] [博客]
查看之前遇到的错误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我们全身心地爱着 Power BI Desktop 2 月更新，且希望它们能带给你如巧克力般的甜蜜。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1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tooltip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9m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bookmarking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11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displayUnit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12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sualHeader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14m4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sualPlacement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15m4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2m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multi-selec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st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2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saphana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4m1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4m1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azureA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4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errors
https://youtu.be/kuI6MMzDh34?t=34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ewErro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uI6MMzDh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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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更新 (2.54.4970.761)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还可单击更新列表下方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按钮，直接在本文中从头观看“最新更新”视频。

以下更新在 2018 年 2 月首次引入到 Power BI Desktop：

在多个页中选择多个数据点 [视频] [文章] [博客]
多页报表中的同步切片器 [视频] [文章] [博客]
数值范围切片器改进 - 整数对齐（预览）[视频] [文章] [博客]
适用于必应地图的更快速地理编码（Web 预览）- 提高速度达 6 倍 [视频] [博客]
条形图和柱形图视觉对象的溢出数据标签 [视频] [博客]
搜索“格式化”和“分析”窗格 [视频] [文章] [博客]

组织自定义视觉对象（预览）[视频] [文章] [博客]

设置自定义日期表格 [视频] [文章] [博客]
快速度量值现已公开发布 [视频] [文章] [博客]

针对 SAP HANA 的 DirectQuery 的改进（预览）[视频] [文章] [博客]

DirectQuery 性能改进 [视频] [文章] [博客]
打开和保存性能改进 [视频] [博客]
显示不包含数据的项目改进 [视频] [博客]
对即将推出的“Power BI 服务”功能执行持续筛选器控制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积极推出了一系列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我们的新年愿望是源源不断地提供更新。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23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multi-selec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crosshighlight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m33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slic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yncSlicers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8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rangeSlicer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0m1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geocoding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2m3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overflow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4m4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earch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9m2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organizationalVisuals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6m4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sktop-date-tab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customDateTable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17m5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quickMeasures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0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aphana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2m2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dqPerf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3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avePerf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4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howItemsWithNoData
https://youtu.be/KeVB5RwMzJo?t=34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persistentFilt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eVB5RwMz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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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还可单击更新列表下方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按钮，直接在本文中从头观看“最新更新”视频。

下面介绍了 1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显示和隐藏网页[视频] [博客]
控制笛卡尔和映射视觉对象的数据标签背景颜色[视频] [博客]
增加图表中用于轴标签的区域[视频] [博客]
栏/列填充控制[视频] [博客]
将日期显示为层次结构（预览）[视频] [博客]
为相对日期切片器添加定位标记日期[视频] [博客]
问答中的前 N 个选择[博客]
多个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视频] [博客]

相关系数快速度量[博客]

支持 Azure SQL 数据库和数据仓库连接器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十二月将发布大量 Power BI Desktop 更新，其中不乏所有喜欢商业智能的孩子（及成年人）可尽享的各种惊喜功
能。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下面介绍了 12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hidePages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3m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dataLabelBackground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5m1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axisSize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6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padding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7m4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dateHierarchy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9m2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anchor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topN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11m3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correlationCoefficient
https://youtu.be/W8Pp5wuCXJw?t=21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AADauth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8Pp5wuC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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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表创建的问答[视频] [博客]
有关书签的交叉突出显示[视频] [博客]
更多书签灵活性[视频] [博客]
字段属性窗格和字段说明[视频] [博客]
基于 x 轴和 y 轴分组的散点图视觉对象[视频] [博客]
地图基于纬度和经度的高密度抽样[视频] [博客]
响应式切片器[视频] [博客]
最近发布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视频] [博客]

Adobe Analytics 连接器[视频] [博客]
HDInsight 交互式查询连接器[视频] [博客]
Data.World 连接器[视频] [博客]
SAP BW 连接器改进[视频] [博客]
IBM Netezza 连接器现已正式发布[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11 月份已推出大量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以下是 11 月针对 Power BI Desktop 推出的更新：

适用于表和矩阵视觉对象的基于规则的条件格式 [视频] [博客]
适用于表和矩阵视觉对象的单元格对齐方式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ZPU8B-1BxjI?t=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QandA
https://youtu.be/ZPU8B-1BxjI?t=4m1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bookmarkCrossHighlighting
https://youtu.be/ZPU8B-1BxjI?t=4m1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bookmarkFlexibility
https://youtu.be/ZPU8B-1BxjI?t=13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fieldPropertiesPane
https://youtu.be/ZPU8B-1BxjI?t=15m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scatterChart
https://youtu.be/ZPU8B-1BxjI?t=17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highDensityMaps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0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responsive
https://youtu.be/ZPU8B-1BxjI?t=18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ZPU8B-1BxjI?t=28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drillFiltersOtherVisuals
https://youtu.be/ZPU8B-1BxjI?t=30m3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AdobeAnalytics
https://youtu.be/ZPU8B-1BxjI?t=31m1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HDInsightInteractiveQuery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8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Data.World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8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8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IBMNetezz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PU8B-1BxjI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4m1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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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窗格控制视觉对象排序 [视频] [博客]
锁定报表上的对象 [视频] [博客]
Esri Plus 订阅适用于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视频] [博客]
适用于慢数据源的报表选项 [视频] [博客]
筛选功能性能改进 [视频] [博客]
最近发布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适用于多行卡片的多维 AS 模型的单元格级格式设置 [视频] [博客]

对 Impala 连接器的 Windows 身份验证支持 [视频] [博客]

查询编辑 -“通过示例添加列”功能改进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十月发布了 Power BI Desktop 的一组极其引人入胜的实用更新。

每个更新旁边的链接表示以下含义：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下面介绍了本月新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添加书签（预览）[视频] [博客] [文章]
选择窗格和视觉对象显示控件 [视频] [博客] [文章]
图形和图像的书签关联 [视频] [博客] [文章]
聚焦 [视频] [博客] [文章]
散点图和气泡标记 [视频] [博客] [文章]
增加散点图视觉对象中显示的数据点数量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6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selectionPane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9m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lock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10m3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esriPlus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16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slowDataSource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0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filtering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0m5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7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cellLevelFormatting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8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impala
https://youtu.be/sI3yRjdnJ7w?t=28m3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addColumnFromExamp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sI3yRjdnJ7w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1m4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bookmarking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7m2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selectionPane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8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links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5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spotlight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17m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markers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19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data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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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S 实时连接的快速度量 [视频] [博客] [文章]
快速度量：新客户销售额 [视频] [博客] [文章]
多维 Analysis Services (AS) 模型的单元格级格式设置 [视频] [博客]

Vertica 连接器 (beta) [视频] [博客] [文章]
SAP BW 连接器 - 支持其他成员属性 [视频] [博客]

从 Windows 应用商店获取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博客] [文章]
改进了对帮助内容的访问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的更新是 9 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钻取到另一个报表页 [视频] [博客] [文章]
功能区图表 [视频] [博客] [文章]
有关解释增加/解释减少的见解 [视频] [博客] [文章]
主题预览更新 - 图表样式控件 [视频] [博客] [文章]
辅助功能改进 [视频] [博客] [文章]

高密度散点图采样 [视频] [博客] [文章]
网格线样式控件 [视频] [博客] [文章]
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辅助功能数据 [视频] [博客] [文章]
键盘快捷方式帮助程序对话框 [视频] [博客] [文章]

Tallan 提供的日历 [视频] [博客]
启发式水族馆 [视频] [博客]
Visio 视觉对象（预览版）[视频] [博客]
影响气泡图 [视频] [博客]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 连接器 [视频] [博客] [文章]
对 Dynamics 365 for Financials 连接器的改进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2m3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liveConnectQuickMeasures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3m1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newCustomers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5m2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cellLevelFormatting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5m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vertica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6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7m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windowsStore
https://youtu.be/jksjtR8GnBE?t=28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help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2017-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ksjtR8GnBE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drillthrough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8m5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ribbon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13m3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insights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19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theming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27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accessibility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29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accessibleData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28m5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shortcuts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30m2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highDensityScatter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33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gridlines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36m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communityVisuals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36m2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calendarByTallan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38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enlightenAquarium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40m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visio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42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impactBubbleChart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44m5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azureConsumptionInsights
https://youtu.be/moTQJlnClJw?t=45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dynamics365ForFinan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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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8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在矩阵的行上显示值[视频] [博客]
表和矩阵的字体颜色的色阶[视频] [博客]
每个矩阵级别的自定义小计设置 [视频] [博客]
行样式和图例选项 [视频] [博客]
散点图的性能改进 [视频] [博客]
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视频] [博客]

MAQ 软件点图 [视频] [博客]
Power KPI [视频] [博客]
漏斗图 [视频] [博客]
Beyondsoft 日历 [视频] [博客]

What if 参数[视频] [博客]
新的散点图分析功能 [视频] [博客]

新快速度量：加权平均 [视频] [博客]

对称底纹 [视频] [博客]
比率线 [视频] [博客]

到 Power BI 服务的实时连接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Google BigQuery 连接器 (beta)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2017-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oTQJlnClJw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valuesOnRows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2m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fontColorScales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4m2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customSubtotal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6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lineStyles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13m5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scatterChartPerformance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14m3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14m4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dotPlot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19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powerKPI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21m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funnelPlot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23m2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beyondsoftCalendar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24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whatIf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32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scatterChartAnalytics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32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symmetryShading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35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ratioLine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36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weightedAverage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41m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liveConnect
https://youtu.be/ND8U0yXroaQ?t=44m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GoogleBigQue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2017-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D8U0yXro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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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更新 (2.47.4766.542)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7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新的表和矩阵视觉对象现已全面推出 [视频] [博客]
重命名视觉对象中的字段 [视频] [博客]
自定义视觉对象存储集成 [视频] [博客]
相对日期筛选器 [视频] [博客]
视觉对象的响应式布局（预览阶段）[视频] [博客]
新的瀑布图选项 - 细目 [视频] [博客]
自定义视觉对象更新 [视频] [博客]
向下钻取分级统计图 [视频] [博客]
向下钻取统计图 [视频] [博客]
向下钻取播放器 [视频] [博客]
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博客]

来自社区的快速度量 [视频] [博客]

DirectQuery 的双向交叉筛选现已全面推出 [视频] [博客]

星级评定 [视频] [博客]
值连接列表 [视频] [博客]

雪花型连接器现已全面推出 [视频] [博客]

通过示例添加列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此博客文章即为上文列表引用的博客文章）。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6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m2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tableAndMatrix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6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rename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8m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customVisualsStore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0m4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relativeDateFilter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2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responsiveVisuals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4m2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waterfall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7m3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8m1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drilldownChoropleth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19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drilldownCartogram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0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drilldownPlaye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certified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2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quickMeasures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2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starRating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4m4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concatenate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6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bidirectional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7m2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snowflake
https://youtu.be/4X96ow7FnSY?t=27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addColumnFromExamp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
https://www.youtube.com/embed/4X96ow7Fn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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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和矩阵视觉对象的数据栏（预览）[视频][博客]
行、区域和组合视觉对象上的标记（预览）[视频] [博客]
视觉对象字体系列设置[视频] [博客]
水平图像切片器[视频] [博客]
组合图格式设置更新[视频] [博客]
必应地图改进[视频] [文章] [博客]
高密度行采样[视频] [文章] [博客]
可访问的报表[视频] [文章] [博客]

自定义数据连接器支持[视频] [博客]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到本地和推送流数据集[视频] [博客]
Impala 连接器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Amazon Redshift 连接器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SAP BW 连接器 - DirectQuery 支持 [视频] [博客]
IBM Netezza 连接器 (beta) [视频] [博客]

通过示例添加列增强 [视频] [文章]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5 月更新中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相对日期切片器（预览）[视频] [博客]
新表视觉对象（预览）[视频] [博客]
组合图数据标签增强功能 [视频] [博客]
表和矩阵视觉对象中的更多 URL 支持 [视频] [博客]
文本框中的 mailto 链接 [视频] [博客]

用于实时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和 Power BI 服务数据集的报表级别度量 [视频] [博客]
两个新的快速度量（预览）[视频] [博客]
按计数装箱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1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dataBars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4m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markers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6m5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fonts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8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imageSlicer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9m5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comboChart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11m4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maps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16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highDensityLine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19m2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accessibility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5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customConnectors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6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liveConnect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7m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impala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7m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redshift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7m4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sapBW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8m1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netezza
https://youtu.be/YlNVE5dgcSI?t=28m3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addColumn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lNVE5dgcSI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8m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relativeDateSlicer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table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5m4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comboChart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3m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urlTables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11m3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mailtoTextbox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12m4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reportLevelMeasures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15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quickMeasures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18m2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binBy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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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文件 - 将第一个文件引用为示例的功能 [视频] [博客]
新的数据连接器：

Dynamics 365 for Customer Insights [视频] [博客]

两个新转换：

提取分隔符之前/之后/之间的文本 [视频] [博客]
仅逆透视选中的列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2017 年 4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重命名轴标题 [视频] [博客]
新矩阵视觉对象增强功能：列排序、列重设大小和自动换行（预览功能）[视频] [文章] [博客]

快速度量值 [视频] [博客] [深度博客] [文章]
值显示方式 [视频] [博客]
西班牙语问答（预览功能）[视频] [博客]

连接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预览功能）[视频] [文章] [博客]
全新或增强型数据连接器：

Redshift 连接器：beta 支持和“发布到 Power BI”服务 [视频] [博客]
SAP HANA 和 BW：改进了参数输入体验 [视频] [博客]

通过示例添加列 [视频] [文章] [博客] [又一博客]
按分隔符/字符数将列拆分成行 [视频] [博客]
分组依据：基本模式 [视频] [博客]
转到列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21m3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combineFiles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21m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customerInsights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22m5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extractText
https://youtu.be/CKISVNHcHVA?t=24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unpivo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KISVNHcHVA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renameAxisTitles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m3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matrix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3m4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quickMeasur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quick-measures-preview/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3m4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quickMeasures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0m3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QandA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2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powerBIservice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4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redshift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5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SAP
https://youtu.be/-ykbVW9wQf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addColumnByExamp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a-sneak-preview-of-the-new-add-column-from-examples-data-transformation/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6m3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splitColumnIntoRows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7m5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basicGroupBy
https://youtu.be/AWMaIaI8G2Y?t=18m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goTo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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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embed/CaRTON3lJ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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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更新程序 (2.43.4647.541)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2017 年 3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全新的矩阵视觉对象（预览阶段）[视频] [文章] [博客]
数值范围切片器（预览阶段）[视频] [文章] [博客]
饼图和环形图视觉对象上的数据标签 - 占总数的百分比 [视频] [博客]
使用多个数据系列进行交叉突出显示 [视频] [博客]
文本框 - 可选择字体颜色 [视频] [博客]
报表主题（预览阶段）[视频] [文章] [博客]

聚类分析 - 现已正式发布 [视频] [博客]

全新或增强型数据连接器 [视频]：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 (Beta) [博客]
Azure Data Lake Store - 现已正式发布 [博客]
DB2 连接器 - 提供用于指定包集合的选项 [视频] [博客]
合并二进制数据 - 指定要使用的示例文件 [视频] [博客]

用分隔符拆分列 - 自动检测分隔符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下面介绍了 2017 年 2 月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的功能：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WMaIaI8G2Y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matrix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8m2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rangeSlicer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0m5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dataLabels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1m5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crossHighlight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3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textbox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5m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theme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19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clustering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21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azureAnalysisServi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azureDataLakeStore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22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db2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22m4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combineBinaries
https://youtu.be/CaRTON3lJqw?t=23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splitColumn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aRTON3lJ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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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行标题上的自动换行 [视频] [博客]
X 轴和 Y 轴字体大小控制 [视频] [博客]
笛卡尔图最小类别宽度 [视频] [博客]
折线图线条粗细和联接类型控件 [视频] [博客]

新增两个快速计算：行总计的百分比，和列总计的百分比 [视频] [博客]

全新或增强型数据连接器 [视频]：
ODBC 和 OLE DB 连接器 - 支持选择相关表 [博客]
增强型文件夹连接器 - 支持在预览对话框中合并二进制文件 [视频] [博客]
统一了文本和 CSV 连接器 [视频] [博客]
全新全新  - PowerApps Common Data Service 连接器 [博客]

使用“列标头类型”菜单中新增的“使用区域设置”选项快速更改列的数据类型和区域设置 [视频] [博客]
使用新增的“在后面插入步骤”选项将步骤轻松插入现有查询中 [视频] [博客]

快速访问“解决方案模板”和“合作伙伴展示”[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是 1 月发布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更新：

表和矩阵条件格式改进 - 空白格式 [视频] [博客]
字符串和日期时间列的新聚合 [视频] [博客]
表头自动换行 [视频] [博客]
手机版报表的公开发布 (GA) [视频] [博客]

全新或增强型数据连接器 [视频]：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连接器（Beta 版本）[视频] [博客]
增强型 SQL Server 连接器 - 支持 SQL 故障转移选项 [视频] [博客]

新变革：从嵌套列表中提取值 [视频] [博客]

https://youtu.be/mn75-LOPxMA?t=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wordWrap
https://youtu.be/mn75-LOPxMA?t=2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fontSize
https://youtu.be/mn75-LOPxMA?t=4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categoryWidth
https://youtu.be/mn75-LOPxMA?t=5m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lineThickness
https://youtu.be/mn75-LOPxMA?t=7m4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quickCalcs
https://youtu.be/mn75-LOPxMA?t=9m2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relatedTables
https://youtu.be/mn75-LOPxMA?t=10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folder
https://youtu.be/mn75-LOPxMA?t=11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textConnecto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cds
https://youtu.be/mn75-LOPxMA?t=11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columnType
https://youtu.be/mn75-LOPxMA?t=12m3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stepsPane
https://youtu.be/mn75-LOPxMA?t=13m3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resour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n75-LOPxMA
https://youtu.be/C1-f0T8vZ7M?t=3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youtu.be/C1-f0T8vZ7M?t=2m5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aggregations
https://youtu.be/C1-f0T8vZ7M?t=6m3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wordWrap
https://youtu.be/C1-f0T8vZ7M?t=7m5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phoneReports
https://youtu.be/C1-f0T8vZ7M?t=8m47s
https://youtu.be/C1-f0T8vZ7M?t=8m4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visualStudioTeamServices
https://youtu.be/C1-f0T8vZ7M?t=9m2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SQLFailover
https://youtu.be/C1-f0T8vZ7M?t=10m1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extrac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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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embed/kER J_WOLuLk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是 11 月针对 Power BI Desktop 推出的更新：

分层轴 [视频] [博客]
轴标签和标题颜色控制 [视频] [博客]
矩阵条件格式 [视频] [博客]
表和矩阵列格式 [视频] [博客]
下拉列表切片器 [视频] [博客]
移动报表滚动 [视频] [博客]

群集（预览版） [视频] [博客]
预测（现在位于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博客]
组（现在位于功能区中）[视频] [博客]

新的数据连接器 [博客]：
Spark DirectQuery [视频] [博客]
OData 连接器改进 [视频] [博客]
增强的合并二进制文件体验[视频] [博客]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视频] [博客]

改进的函数创作 体验 [视频] [博客]
支持百分比 数据类型 [视频] [博客]
在导导航器航器和查询查询依依赖项赖项中添加了最大化最大化和还还原原按钮 [视频]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1-f0T8vZ7M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3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hierarchicalAxi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axisColor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2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matrix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4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columnFormatting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5m5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dropdownSlicer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7m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mobileReport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8m5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cluster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forecasting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3m2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group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4m10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4m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spark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5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oData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5m4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combineBinarie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7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azureAnalysisServices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8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functionAuthoring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8m3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percentage
https://youtu.be/kERJ_WOLuLk?t=19m1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maximiz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ERJ_WOLu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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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更新 (2.39.4526.362)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是 10 月推出的更新，这些是 Power BI Desktop 的新增功能：

改进了日期轴范围格式设置 [视频]
日期切片器 [博客] [视频]
报表网格线和对齐到网格（预览）[文章] [博客] [视频]
数据标签改进 [博客] [视频]
映射格式设置选项 [博客] [视频]
改进了日期轴范围格式设置 [博客]

分组 [blog] [video]
装箱 [博客] [视频]
前 N 个筛选器 [博客] [视频]
包括/排除数据点 [博客] [视频]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博客]

新的数据连接器 [博客]：
Microsoft Dynamics 365 for Financials（Beta 版）[博客]
OLE DB [博客]
Mixpanel [博客]

支持“调调用函数用函数”对话框中的 table 参数 [博客] [视频]

“关于关于”对话框中的诊断信息 [博客] [视频]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是 9 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的更新：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2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dateSlicer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2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snapToGrid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4m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dateLabels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5m3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mapFormatting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7m2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dateAxisRang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grouping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9m4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binning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2m1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topN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3m5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includeExclude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5m3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rCustomVisuals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7m3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dynamics365Financi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oled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mixpanel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invokeFunction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8m1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preview/#diagnostics
https://youtu.be/UXEYSvgvMaQ?t=19m1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october-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XEYSvgvMaQ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分析分析

数据数据连连接器：接器：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改器改进进：：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cUr6E8g_KI

NOTENOTE

2016 年 8 月更新 (2.38.4491.282)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预览版）[博客] [视频]
移动报表布局（预览版）[博客] [视频]
更新的钻取行为 [文章] [博客] [视频]

预测（预览版）[文章] [博客] [视频]
使用你自己的 R IDE [博客] [视频]

新的数据连接器：

现有连接器的改进：

Snowflake 连接器 DirectQuery 支持 [博客]
ProjectPlace 连接器 [文章] [博客]

Oracle 连接器 - 改进了导航器预览性能 [博客]
OData 连接器 - 支持“选择相关表”选项 [博客]
SAP Business Warehouse和 SAP HANA 连接器 - 参数输入接口增强功能 [文章] [博客]
Web 连接器 - 支持在对话框内指定 HTTP 请求标头 [博客] [视频]

查询依赖关系视图 [博客] [视频]
显示错误体验 [博客]
查询编辑器功能区支持标量值 [博客]
添加函数调用列 [博客]
展开和聚合列 - 支持加载更多 值 [博客]
新转换 - 将表的列转换为列表 [博客]
键盘操作 - 支持在下拉菜单中智能键入 [博客]

到 Power BI 社区社区的产品内链接 [博客] [视频]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在 8 月，我们引入了 Power BI Desktop 的完整的新增功能：

当讨论某项功能时，将会在新的浏览器选项卡上播放 [视频视频] 片段。
某些功能通过 [文章文章] 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2m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3m5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5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6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6m5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8m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pcUr6E8g_KI?t=8m37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16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september-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cUr6E8g_KI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分析（新增！）分析（新增！）

数据数据连连接器：接器：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改器改进进：：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VvG7Eqoke8

NOTENOTE

2016 年 7 月更新 (2.37.4464.321)

大多数功能在每月更新的 [博客博客] 文章中均有说明。
最后，一些明白易懂的功能则不需要文章或视频。

也可以通过单击更新列表下的视频图像上的“播放播放”按钮，从头观看本文中的最新更新最新更新视频。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的更新：

在折线图上向下钻取（或向上）[博客] [视频]
日期轴的连续轴 [博客] [视频]
内联层次结构的一般可用性 [文章] [博客] [视频]
预定义的矩阵样式（类似于 Excel 中的表格格式）[博客] [视频]
在图表和工具提示中重新排序字段[博客] [视频]
KPI 视觉对象的颜色格式 [博客] [视频]

所有新的分析分析  [文章] [博客] [视频]
动态参考行 [博客] [视频]

新的数据连接器：

现有连接器的改进：

Snowflake 连接器（预览版）[博客]

Impala 连接器 - DirectQuery 支持 [文章] [博客]
Web 连接器 - 网页预览 [博客] [视频]
SAP Business Warehouse 连接器的一般性功能 [文章] [博客]

作为“新查询”的“合并/追加”选项 [博客] [视频]

自动恢复桌面文件 [博客] [视频]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新增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始终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7 月的更新为 Power BI Desktop 带来了全新功能的集合和备受瞩目的数据连接器。 以下是在 7 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的全新增强功能：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3m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3m4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4m6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4m5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6m23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7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8m22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9m4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12m28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14m2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ugust-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0VvG7Eqoke8?t=16m9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VvG7Eqoke8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数据连连接器：接器：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改器改进进：：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8ccfjffWmw

NOTENOTE

2016 年 6 月更新 (2.36.4434.362)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数据访问访问：：

数据数据连连接器：接器：

预定义的表格样式 [博客] [视频]
形状地图更新 - 使用自定义地图 [文章] [博客] [视频]

新的数据连接器：

现有连接器的改进：

Amazon Redshift [文章] [博客]
Impala [文章] [博客]

Web 连接器 - 对指定连接超时的支持 [博客]
CSV 和文本 - 对固定宽度分隔文件的支持 [博客]
SAP Business Warehouse 连接器的改进和变化 [文章] [博客]

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脚本 [文章] [博客]
查询参数增强：

覆盖现有用户定义函数 [博客]
为参数列出作为允许值 的查询输出 [博客]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这篇博文（即为上文列表中引用的博文），详细了解各项功能。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始终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6 月的更新为 Power BI Desktop 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有趣更新集合。

新视觉对象 - 调整映射[video][article]
可搜索切片器[video][blog]
可配置行图表标签[video][blog]
新的登录入口点[video][blog]

行级别安全性[blog][article]

新的数据连接器：[blog]

增强型 SAP BW 和 HANA 连接器：[blog]
Azure Enterpris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g8ccfjffWmw?t=1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g8ccfjffWmw?t=2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8ccfjffWm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youtu.be/sZsL2l6oS4A?t=3m9s
https://youtu.be/sZsL2l6oS4A?t=6m25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youtu.be/sZsL2l6oS4A?t=7m21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youtu.be/sZsL2l6oS4A?t=2m30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数据数据连连接器：接器：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sZsL2l6oS4A

NOTENOTE

2016 年 5 月更新 (2.35.4399.381)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分析分析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增强型 OData 连接器 - 导入“开放类型”列[blog]
增强型 Access DB 连接器 - “导航器”对话框中的“选择相关表”按钮[blog]

允许为变量/参数选择多个值
支持 SAP BW 中的层次结构

模板 - “加载”或“编辑”选项[blog]
查询参数增强功能：[blog]

生成步骤名称（英语）的选项[blog]
查询步骤说明[video][blog]
新数据转换：[blog]

始终允许参数规范的选项

直接在上下文中创建新参数

从日期时间列中提取工作日和月份名称

将日期和时间合并到日期时间列

提取时间。开始/结束：时/分/秒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始终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5 月版又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可自定义的工具提示 [video] [article]
表格中的条件格式设置 [video] [article]
发布到 Pyramid Server [blog]
在图表中滚动加载更多数据 [video] [blog]
可视化效果的键盘微移 [blog]

快速计算 - 占总数的百分比 [blog]

新的数据连接器：[blog]
Informix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youtu.be/sZsL2l6oS4A?t=8m14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ne-upda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sZsL2l6oS4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youtu.be/KnDs4amt9-c?t=172
https://youtu.be/KnDs4amt9-c?t=313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youtu.be/KnDs4amt9-c?t=426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nDs4amt9-c

NOTENOTE

2016 年 4 月更新 (2.34.4372.322)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经过改进的 DB2 连接器 [blog]
展示预览对话框中的可编辑设置的 Text/CSV 连接器 [blog]
经过改进并具有显示架构信息的关系数据库连接器

数据源设置增强功能 [blog]
高级筛选筛选行行对话框模式 [blog]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内部的函数调用的行内跟随控件 [blog]
查询参数：[blog]

能另存另存为为  Power BI 模板 [blog]
支持使用拖放对查询步骤进行重新排序 [blog]
支持在条件列条件列对话框中输入日期字段的日期选取器 [blog]
用于从查询查询窗格创建新查询的新上下文菜单项 [blog]

Troux
Planview Enterprise

能将查询转换为参数（反之亦然）

支持 Web 连接器中的 URL 参数化和多部分 URL
支持条件列条件列对话框中的参数化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始终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我们在 4 月向我们的 Power BI 客户推出了又一系列引人注目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全新增强功能：

表格、矩形图和多行卡片图上的新增样式

单个视觉对象上的趋势线

新的钻取操作 – 查看记录
在钻取/筛选期间映射自动缩放
用于展开的视图的内联层次结构标签（预览版 - 请参阅文章）

刷新视觉对象时不会再阻止建模操作

具有内置日期层次结构字段的时间智能（预览版）

数据模型同义词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y-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nDs4amt9-c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NOTENO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7IFZTYJR3Gk

NOTENOTE

2016 年 3 月更新 (2.33.4337.281)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查询参数

Power BI 模板文件
“获取数据”对话框中的新在线服务 类别
新连接器：

条件列

DirectQuery - 指定 DirectQuery 和数据源对话框中的导入模式
“查询编辑器”预览列标题中的列类型指示器
使用“拖放”笔势的“记录查询”和“查询组”
功能区中的“查询管理”菜单

SharePoint 文件夹
Webtrends
SparkPost
tyGraph

还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可用的所有数据源；我们的列表始终在不断增加内容，请时常返回查看。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3 月推出了各种类型的新增功能，包括新一批的 Power BI Desktop 新增功能。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全新增强功能：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一个“组空间”
带有 KPI 趋势的报表现在会考虑 SSAS MD 的不求和 模型设置
数据点警告现在为非侵入式

现在，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时，可更改列的数据类型
在 DirectQuery 中能够假定关系（针对导入的和创建的关系）上的引用完整性
用于 Oracle 和 Teradata 的 DirectQuery 现在是 Power BI Desktop 的一部分（不再是预览功能）

新的 SAP BW 连接器（预览功能）
支持用户界面 (UI) 中的“命令超时”
提供可在计算机级别禁用“隐私级别”提示符的设置（包括一个注册表项）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april-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7IFZTYJR3Gk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AayYDF9QzY

NOTENOTE

2016 年 2 月更新 (2.32.4307.362)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查询组管理”增强功能：

新转换：

支持“查询编辑器”预览中的空格和行源
在更改更改类类型和区域型和区域设设置置对话框中含入示例输入值 的提示
导导航航窗口的新增功能：

加载：自动执行步骤来消除具有冲突的列名称所产生的歧义（不区分大小写时的比较）

现在可直接从查询查询窗格重命名查询

全部展开/折叠
保留“查询组”展开状态

使用“列筛选器”菜单删除空白
将“持续时间”值转换为“年”
保留重复项

针对 ODBC 源向导航层次结构添加了架构信息
能够从导导航器航器禁用预览

技术名称支持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我们将努力在本月推出更多更新！ 今天二月有 29 天（今天是闰年），我们将在本月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中推
出 29 项功能改进。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全新增强功能：

查看视觉对象背后的数据（包括将数据导出到 CSV）
地图改进 - 仅使用纬度/经度绘制地图
KPI 消耗发布支持（包括对 SSAS MD 的导航层次结构支持及其 KPI 趋势）
SSAS 浏览模式：针对字段字段窗格中显显示示文件夹的支持
功能区布局改进：报报表工具表工具的“上下文”功能区选项卡
新的 KPI 视觉对象
在保存报表时可见的同一页面中打开报表

“字段”窗格（报报表表  & 数据数据视图）中表格上下文菜单中的编辑查询编辑查询选项

从功能区复制复制页页面面

能够定义层次结构

性能改进：表和列重命名优化

针对 Oracle 和 Teradata 数据库的 DirectQuery 支持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update-feature-summary/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AayYDF9Qz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5gZ65Wexh4

NOTENOTE

2016 年 1 月更新 (2.31.4280.361)

报报表表视图视图：：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DirectQuery - 支持创建计算列
支持发布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报表
JSON 文件连接器
SQL Sentry 连接器
支持不一致的 CSV 文件
Exchange 连接器 - OAuth 支持
SharePoint 列表连接器 - URL 验证
数据库连接器 - 能够在“查询”预览中禁用“导航列”（性能优化）
Web 连接器 - 细粒度的凭据范围
输输入数据入数据对话框用户体验增强功能

SAP HANA - 支持通过 Windows 身份验证进行单一登录（仅限 Power BI Desktop）
SAP HANA - 支持字段标签
选择选择列列生成器中按字母顺序对列进行排序

提升了重命名列、删除列、对列进行重新排序的性能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的虚拟化预览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器中用于已卸载的查询的可视指示器

1 键式百分比转换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可能还有兴趣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增功能，请同时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在新的一年中积极推出新一系列的 Power BI Desktop 功能改进和增强功能。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全新增强功能：

为视觉对象添加边框

为视觉对象添加图像背景

DirectQuery：现在可在 DirectQuery 模式下创建度量值
你现在可以从“字段”列表刷新单个表的数据（在报报表表视图和数据数据视图中），而不是只能从功能区刷新全部刷新全部（现在

两种方式皆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模型浏览模式正式版 (GA)（不再是预览功能）
层次结构支持的增强功能

SAP HANA 连接器正式版 (GA)（不再是预览功能）
能够通过单个“追加”操作追加多个表
可禁用数据预览以在后台进行下载的选项（性能优化）

对 Internet Explorer 9 (IE9) 浏览器的支持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update-lots-of-new-authoring-features-and-a-new-power-bi-desktop-updat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5gZ65Wexh4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8dwi33-24

2015 年 12 月更新 (2.30.4246.181)

报报表表创创作：作：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报表呈现、交叉突出显示等功能的性能改进。

Power BI Desktop 中 R 集成的改进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12 月是给予和付出的月份，Power BI 团队将紧随潮流，通过本月的 Power BI Desktop 更新推出更多更新、特性和
功能。 以下是本月推出的 Power BI Desktop 全新增强功能：

设置窗格和功能区的格式：

按每个类别服务设置数据标签的格式

更改视觉对象中显示的小数位数

更改视觉对象中的文本大小

能够准确地布局视觉对象：对齐、分布、大小和位置

通过格式刷格式刷跨多个视觉对象设置样式

优化了开始开始功能区布局。

可视化效果的增强功能：

表格表格视觉对象中的排序状态的视觉提示

新视觉对象：堆堆积积面面积积图

鼠标悬停时的面面积积图和折折线线图的智能工具提示

能够为笛卡笛卡尔尔视觉对象创建参考线/区域
改进了饼饼图和散点散点图的数据标签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R 视觉对象集成（预览功能）

尝试创建视觉对象且涉及 2 个不相关的表时，会建议表到表关系。

关系视图

缩放滑块

缩放到与屏幕相适应

重置布局

使用 Ctrl+（鼠标选择范围）进行缩放的功能

SSAS 多维支持 - 层次结构支持
Stripe 连接器
Smartsheet 连接器
输输入数据入数据：粘贴或输入数据以创建表格

DirectQuery 功能改进：支持 T-SQL 和 SAP HANA 的所有数据类型，从而改进性能。
ODBC 连接器：支持选择用户/系统 DSN
CSV 连接器：在源对话框中指定列分隔符的功能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6/01/28/power-bi-updates-this-week-new-report-authoring-capabilities.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8dwi33-24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16/more-power-bi-feature-updates-power-bi-desktop-december-update-and-new-power-bi-service-features.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W5VH8iIyfE

2015 年 12 月更新 (2.29.4217.221)

报报表表创创作：作：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数据数据转换转换：：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rHvpkyQjSg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又迎来新的一个月，又将推出一大波 Power BI Desktop 新功能及功能改进。 功能改进包括新的数据连接器、新的
建模功能等多项新内容。 下面是 26 项新功能和功能改进：

散点图的播放轴

水平切片器

切片器选择行为（单选和多选）

控制 Z 顺序
幻灯片的背景色

视觉对象之间的交互 - 子视图（图块划分方式）
重复页面

支持表、矩阵图和卡片中的 KPI 和图像
面积图和折线图上更好的工具提示

更够更改卡片和表格/矩形图中的文本大小
改进了“字段框”和“格式设置”窗格中的工具提示和标签
能够查看不具有数据的类别

改进了针对视觉对象的“默认排序”行为
能够控制“轴刻度”显示单位
应用基本建模操作时的“视觉对象刷新优化”

基本自动日期功能

SSAS 多维支持
SAP Hana
R 脚本
DirectQuery for SQL Server，Azure SQL 数据库和 Azure SQL 数据仓库
Azure 数据湖
Marketo

提升了函数调用体验

在服务器级别和数据库级别设置凭据的选项

将前缀/后缀添加到文本列

新的文档网站，现在还包括本地化内容

想了解有关这些更新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博客文章，你可以在其中获取有关上述每项新增功能的更为详细的信
息。

以下视频介绍和展示了上述的每项更新。 你还可以从博客文章查看该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W5VH8iIyf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20/announcing-the-power-bi-desktop-november-update.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rHvpkyQjSg


2015 年 10 月更新 (2.28.4190.122)

报报表表创创作：作：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数据数据转换转换：：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bocn1ZNkxM

2015 年 9 月更新 (2.27.4163.351)

报报表表创创作作

10 月又推出了一大波 Power BI Desktop 更新。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从功能区插入视觉对象

改进了默认排序

漏斗图上的工具提示和数据标签

切片器改进：

增加了用于仪表的格式设置选项

数据点标签布局改进

KPI 消耗（预览功能）

能够对项进行排序

能够更改字体大小

对数据视图中 DAX 公式的半选择支持

Azure 文档数据库连接器
Mailchimp 连接器
DirectQuery for SQL Server 和 Azure SQL 数据库（预览功能）

按“非最早/最新日期”筛选
按“在过去 N 分钟/小时/秒中”筛选
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Excel 之间复制/粘贴查询
支持“拆分列”中的特殊字符
刷新“合并查询”对话框中的预览
用于查询编辑器预览的等宽字体

从报表和数据视图刷新单个表（和所有表）

用于启用预览功能的选项

产品中评级体验

你也可以查看介绍所有这些更新的视频。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看博客公告，该公告介绍了上述每项更新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下列数量庞大的功能，总计 44 项：

报表级筛选器

向上/向下钻取柱形图和散点图
新的页面大小和页面视图选项

支持在报表画布中插入形状

字段窗格改进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bocn1ZNkxM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20/custom-visualizations-support-and-22-other-features-in-the-power-bi-desktop-october-update.aspx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数据数据连连接接

数据数据转换转换和和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改器改进进

便于更容易地按名称查找字段的搜索框

“全部展开/折叠”，可在“字段”窗格中存在多个表格时提升导航性能
字段框基数支持，可拖动-替换具有 1 个项的存储桶
新增数据标签格式设置选项

图表笛卡尔轴改进：

X 轴标签方向（水平方向/对角方向）
支持 Y 轴中值的对数和线性刻度
为文本框中的超链接显示文本

改进了现有可视化效果：表、矩形图、切片器、散点图、单张卡、组合图和仪表

支持在工具提示中显示颜色饱和度值

能够调整图像大小并应用更多格式设置选项

计算表。

关系视图：

数据视图：

字段汇总：

通过在关系图中的两个表格之间进行拖放操作来创建关系。

通过选择并按 Delete 键删除关系视图中的关系。
重命名/删除表和列

将表格内容复制到剪贴板。

支持“字段”窗格中的更多操作：中间值、标准偏差和方差
默认汇总：用户现在可以为其模型中的任何给定字段自定义默认汇总操作

支持本地 Spark 分布
支持非英语站点中的 SharePoint 列表
Exchange 连接器 - 增强了支持，现在允许连接到多个邮箱
Excel 工作簿连接器 - 导入 .XLS 文件时自动检测列类型
连接到数据库源时使用的“选择相关的表”选项
增强了 Active Directory 连接器凭据，允许使用备用 Windows 凭据
提升了从数据源（如数据库）加载函数时的函数调用体验

上个月发布的“导入 Excel 工作簿内容”功能现在还支持与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的外部连接
增添了可在“数据源设置”对话框中删除所有条目的新选项
用于“在刷新操作期间启用关系导入”的选项

复制到剪贴板（适用于单元格/列/表）
按最早/最新日期筛选日期列（动态筛选器）
从某一列中提取最小/最大日期/时间值
替换值 - 用于指定特殊字符的设置
“检测列类型”选项，用于按需触发类型检测
“刷新全部预览”，用于一键式刷新所有查询编辑器预览
性能改进：

选择列对话框：提升了宽表格处理速度

“自动筛选和展开/聚合”弹出窗口：更快地处理大量值/字段

下面的视频对这些功能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m44dLXdarQ

2015 年 8 月更新 (2.26.4128.403)

https://www.youtube.com/embed/2v7LUD7MJaw

2015 年 7 月更新 (2.25.4095.554)

有关此更新的详细信息，请查看博客公告，该公告介绍了上述每项更新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以下功能：

整体改整体改进进：：

将 Excel Power BI 项目（数据模型、查询中、Power View）导入新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HDInsight Spark 连接器

Azure SQL 数据仓库连接器

支持从 SSAS 中导入数据时的自定义 MDX/DAQ 查询

实时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能够从编辑查询编辑查询对话框更改数据库

导导航器航器对话对话框改框改进进：：

可调整大小的导航器对话框

能够在导航器中选择多个项（CTRL+单击，SHIFT+单击等）

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器改器改进进：：

查询组创建/删除改进（多选等）

能够拆分查询（即将常见基本步骤重构为新的查询）

查询图标，可反映“查询”导航窗格中的查询类型

数据建模改数据建模改进进：：

调整数据视图中列的大小

将度量值从一个表移到另一个表

请观看下面的视频了解有关此更新的更多详细信息：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以下功能：

新数据新数据连连接器接器：appFigures、Quickbooks Online、Zendesk、Github、Twilio 和 SweetIQ。

新新转换转换：从文本列提取第一个/最后一个/一定范围的字符；用于在“合并查询”对话框中指定“联接类型”的选
项；能够自定义“通过分隔符拆分列”对话框中的“引用样式”。

报报表表创创作改作改进进：新的可视化效果（面积图、瀑布图、圆环图和矩形图）；新的可视化效果格式设置和自定义选

项（标签、标题、背景、图例和颜色等）；在报表中插入文本框和图片；支持报表和报表表格中的超链接；“撤消/
重新执行”操作。

在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中进行直接直接报报表表浏览浏览。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新数据视图和关系视图。

直接从 Power BI Desktop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BI.com。

支持在开始页和“文件-> 打开”菜单中打开最近使用的文件。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m44dLXdarQ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23/44-new-features-in-the-power-bi-desktop-september-update.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2v7LUD7MJaw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CaCcdMnsyM

2015 年 5 月更新 (2.23.4036.16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S0zMfup1pQ

2015 年 4 月更新 (2.22.4009.122)

支持 Exchange 连接器中的 Exchange UPN 凭据。

除了上述所有新功能，我们还提供 42 种不同语言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获取完整语言列表，并从我们的官方
下载页面安装所需的语言版本。

请观看以下视频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以下功能：

建模功能建模功能

计算列

数据分类

按其他列排序

改进了 DAX 公式编辑器：函数帮助和原型

获获取数据和取数据和查询查询

新 ODBC 表表连接器 (Beta)

改进了 Excel 工作簿工作簿连接器：提升了列类型推理性能，加快了数据预览加载速度

新的文本列筛选器 - 开开头头不不为为和结结尾不尾不为为

改进了隐私级别对话框

请观看以下视频了解详细信息：

你现在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以下功能：

建模功能建模功能

对 DAX 度量值的初始支持

新的 DAX 函数

报表视图中的“数据类型”和“格式设置”选项

报表视图中的“重命名”和“删除”字段

获获取数据和取数据和查询查询

OData V4 支持

支持自定义 ADFS 身份验证服务

因 Facebook API 更改而更新了 Facebook 连接器

统一的选项对话框

用于禁用“本机数据库”查询提示的选项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533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JCaCcdMnsy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S0zMfup1pQ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embed/FuL8agVKrcg

2015 年 3 月更新 (2.21.3975.26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JTcGro08TI

2015 年 2 月更新 (2.20.3945.102)

支持固定的十固定的十进进制数制数类型

备用 Windows 凭据

删除空白行

适用于分分组组依据依据和聚合列聚合列的中值操作

将时时区区值转换为本地本地时间时间

性能改性能改进进

中型和大型数据集加载速度提升 20%

打开现有 PBIX 文件所花费的时间减少约 50%

可观看以下视频获取详细信息：

已向此更新添加了以下功能：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器

增加了用于查询视图查询视图中日期中日期筛选筛选的运算符

自自动动模型关系模型关系检测检测

改进了添加关系添加关系对话框

报报表表页页重新排序重新排序（拖放）

在不涉及筛选/转换的情况下填充数据库表这一操作的性能性能****提升提升了约 40-50%

修复了大量 bug

可观看以下视频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已在此更新中添加或改进了以下功能：

性能改进

Dynamics CRM Online 连接器

NOTENOTE

导航器对话框改进

新转换

目前此对话框仅接受 crm.microsoft.com 域中的 URL。 这不包括非生产租户。 我们将在 3 月更新中修复此问题。 暂时
可使用“从 OData”连接到此数据源来解决此问题。*

提供更好的多维度源（Analysis Services 和 SAP BusinessObjects）预览体验
显示“选定项”选项
改进了导航树中的“搜索”功能

用于日期/时间列的 Age 和 Subtract 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embed/FuL8agVKrcg
https://www.youtube.com/embed/xJTcGro08TI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ZFeS1S1wU

字段列表改进

报表页导航 - 键盘操作支持
修复了大量 bug

聚合列：用于禁用新列前缀的选项

展开/折叠表格
隐藏/取消隐藏字段
优化布局（间距、边距和字体）

2015 年年  1 月更新月更新  (2.19.3923.101)

本月我们已做出大量改进和 bug 修复。 请试用新版本，如果发现任何问题，请继续向我们发送反馈！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ZFeS1S1wU


Power BI Desktop“发送微笑”隐私声明
2018/7/31 • • Edit Online

对于 2018 年 3 月之前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自 Power BI Desktop 的 2018 年 3 月版起，错误报告使用 Windows 错误报告平台，而不是“发送微笑”/“发送哭
脸”功能。 有关 Windows 错误报告平台的详细信息，可查看 Windows 隐私博客。

在 Microsoft，我们正在努力保护你的隐私，同时交付可提供你所需性能、功能和便利性的产品。 本隐私声明介绍了
很多数据集合及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发送微笑反馈的使用惯例。 它不适用于其他联机或脱机 Microsoft 站
点、产品或服务。

除非本声明中另行规定，否则发送微笑不会向 Microsoft 发送个人信息。 未经你的允许，发送至 Microsoft 的信息不
会与 Microsoft 及其受控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之外的机构进行共享。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的发送微笑功能，你可以随附反馈发送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此电子邮件用于在 Microsoft 就
你的请求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说明时与你取得联系。 你无需向 Microsoft 注册电子邮件地址即可使用发送微笑功
能。

通过Power BI Desktop 的发送微笑功能，你可以向 Microsoft 发送反馈，并在需要时随附多张屏幕截图来显示你具
有的特定补充或担忧。 虽然发送微笑不会有意收集个人身份信息，但可能在你提供的反馈或屏幕截图中捕获到此类
信息。 Microsoft 不会使用此信息来识别你的身份。

发送微笑功能会自动收集有关系统配置的部分信息、标准计算机信息，以及有关如何使用 Microsoft 产品的基本信
息。 此信息将在你选择发送反馈时进行发送。

发送微笑功能通常会收集下述相关信息：

系统配置，如所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和体系结构（32 位与64 位）。
标准计算机信息，如你正在使用的 Power BI Desktop、Internet Explorer 版本和 CLR 版本。
Power BI Desktop 程序使用情况，如文件包信息（文件区域设置、快速合并已启用/禁用状态）、已启用和禁用的
预览功能、DirectQuery 和导入模式、当前会话中所用的当前工作集和峰值虚拟内存。

从你那里收集的个人信息供 Microsoft 及其受控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使用，以提供服务或执行你所请求或授权的事
务，且它还可能用于请求有关下述内容的额外信息：

你就当前所用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的反馈

目的是提供有关软件的关键更新和通知

目的是提升产品或服务（如 Bug 和调查问卷查询）

除非本声明中规定，否则未经你的同意，不会将你提供的信息传递给第三方。 我们偶尔会雇佣其他公司来代表我们
提供受限服务，例如：

打包、发送和递送购买商品，以及其他邮寄事务

回答客户有关产品或服务的问题

处理活动注册

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仅向这些公司提供其交付服务所需的个人信息，且禁止它们出于任何其他用途使用此信息。

Microsoft 可能出于以下目的访问或披露有关你的信息，包括你的通信内容：

符合法律或者响应合法请求或法律程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send-smile-privacy-statement.md
https://blogs.windows.com/windowsexperience/2018/01/24/microsoft-introduces-new-privacy-tools-ahead-of-data-privacy-day/


你信息的安全性

此隐私声明的相关更改

保护 Microsoft 或其客户的权利或财产，包括实施可管理服务使用情况的协议或策略
有充分理由相信保护 Microsoft 员工、客户或公众的人身安全需要此类访问或披露时采用这种行动

Microsoft 收集或发送微笑功能发送至 Microsoft 的信息可能在美国或者 Microsoft 或其子公司、附属机构或服务提
供商维护设施所在的任何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存储和处理。 Microsoft 遵守由美国商务部就来自欧盟数据的收集、使
用和保留所做出的安全庇护规定。

Microsoft 致力于保护你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我们采用各种安全技术和过程来帮助保护你的个人信息免受未经授权
的访问、使用或泄漏。

Microsoft 可能会不定期更新此隐私声明。 隐私声明顶部的上次更新日期将随着每次修订进行更新。 我们鼓励你定
期查看此隐私声明，以了解 Microsoft 如何帮助保护你的信息。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的辅助功能
2018/8/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通过键盘或屏幕阅读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

Power BI 具有使残疾人士能够更轻松地使用 Power BI 报表并与之进行交互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通过键盘或
屏幕阅读器使用报表、通过按 Tab 键将焦点移动到页面中的各个对象以及在可视化效果中方便地使用标记。

这些辅助功能在 2017 年 6 月 Power BI Desktop 和更高版本中可用。 我们也为将来的版本规划了其他辅助功能。

从 2017 年 9 月发行版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可以按 ? 键显示一个窗口，其中介绍了中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的辅助功能键盘快捷方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ccessibility.md


借助辅助功能的增强功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法通过键盘或屏幕阅读器使用 Power BI 报表：

可以使用 Ctrl+F6 在报表页选项卡或在给定的报表页中的对象之间切换焦点。

当焦点位于报表页选项卡上时，使用 Tab 或箭头键将焦点从一个报表页移到下一个报表页。 无论当前是否被
选中，屏幕阅读器都会读出报表页的标题。 若要加载当前焦点所在的报表页，使用 Enter 或空格键。
当焦点位于已加载的报表页上时，使用 Tab 键将焦点转移到页面上的每个对象，其中包括所有文本框、图像、
形状和图表。 屏幕阅读器可读取对象类型、对象标题（如果有）和对象说明（如果报表作者已提供）。

在视觉对象之间导航时，如果要与其进一步交互，可按 Alt+Shift+F10 将焦点移到该视觉对象标头，其中包括排
序、导出图表背后的数据和焦点模式等多种选项。

按 Alt+Shift+F11 可以访问“显示数据”窗口。 这使用户能够使用通常在屏幕阅读器中使用的相同键盘快捷方式
来了解 HTML 表中的视觉对象中使用的数据。



NOTENOTE

创建可访问报表的提示

仅可在屏幕阅读器中通过此键盘快捷方式访问“显示数据”功能。 如果通过视觉对象标头中的选项打开“显示数据”，屏幕阅
读器将无法访问此功能。

自 2018 年 7 月发布“Power BI Desktop”以来，切片器还具有内置的辅助功能。 选择切片器时，若要调整切片器
的值，使用 CTRL+向右键（控制键加向右键）可移动切片器内的各种控件。 例如，最初按 CTRL+向右键时，焦点
位于橡皮擦上，按下空格键等同于单击橡皮擦按钮，这样便可擦除切片器上的所有值。

可以通过按 TAB 键移动切片器中的控件。 位于橡皮擦上时，按 TAB 键移动到下拉按钮，按另一个 TAB 则移动到
第一个切片器值（如果切片器有多个值，如一个范围）。

这些附加辅助功能的创建目的是使用户能够通过屏幕阅读器和键盘导航充分利用 Power BI 报表。

以下提示可帮助你创建更易于访问的 Power BI Desktop 报表。

对于“行”、“区域”、“组合图”、“散点图”和“气泡”视觉对象，请启用标记，并对每行使用不同的标记形状。

若要启用“标记”，可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格式”部分，展开“形状”部分，然后向下滚动查找“标
记”切换，并将其切换为“开”。



然后，从“形状”部分中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每行（如果使用区域图表，则为区域）的名称。 在下拉列表
下方，可以调整用于所选行的标记的许多方面，包括其形状、颜色和大小。

对每行使用不同的标记形状可使报表使用者更容易区分行（或区域）。

作为上一个项目符号的后续内容，不要依赖颜色传达信息。 除了在折线图和散点图上使用形状外，不要
依赖条件格式在表和矩阵中提供见解。

为报表上的每个视觉对象选择有意图的排序顺序。 当屏幕阅读器用户在图表背后的数据中导航时，它会
选取与该视觉对象相同的排序顺序。

从主题库中选择一个高对比度、适合色盲人士的主题，然后使用主主题题预览功能将其导入。

为报表上的每个对象提供替换文字。 这可确保报表使用者了解你想通过视觉对象表达的内容，即使他们
看不见视觉对象、图像、形状或文本框。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中对象（例如视觉对象、形状等），选
择“格式”部分，展开“常规”，然后滚动到底部并填写“替换文字”文本框，可为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上的
任何对象提供“替换文字”。



    报表的高对比度支持

请确保报表在文本和任意背景颜色之间有足够的对比度。 可以使用 Colour Contrast Analyser（颜色对比
度分析程序）等多种工具检查报表颜色。

使用易于阅读的文本大小和字体。 文本太小或难以阅读的字体对辅助功能没有任何帮助。

包括所有视觉对象中的标题、轴标签和数据标签。

为所有报表页使用有意义的标题。

尽可能避免报表中出现装饰形状和图像，因为它们将包含在报表的 Tab 键顺序中。 如果需要在报表中添
加修饰对象，请更新对象的替换文字，以便屏幕阅读器用户知道它只用于修饰。

使用 Windows 中的高对比度模式时，所选设置和调色板也会应用到 Power BI Desktop 的报表中。

https://developer.paciellogroup.com/resources/contrastanalyser/


Power BI Desktop 自动检测 Windows 中使用的高对比度主题，并将这些设置应用到报表。 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或其他位置时，这些高对比度颜色也会跟随报表。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Power BI 服务还尝试检测 Windows 选择的高对比度设置，但该检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取决于用于 Power BI 服
务的浏览器。 如果要在 Power BI 服务中手动设置主题，可选择“视图”>“高对比度颜色”，然后选择要应用于报表
的主题。

请注意：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视化效果”和“字段”字段等区域不反映 Windows 高对比度配色方案的选
择。

辅助功能存在一些已知问题和限制，如以下列表所述：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使用屏幕阅读器时，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任何文件前打开所选屏幕阅读
器，则将获得最佳体验。

如果使用讲述人，以 HTML 表形式导航“显示数据”有一些相关限制。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报表主题（预览版）



管理员如何管理 Power BI Desktop 登录窗体
2018/6/28 • • Edit Online

Ke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Power BI Desktop
valueName: ShowLeadGenDialog

首次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时，将会看到登录窗体。 若要继续操作，可以填写信息或登录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使
用注册表项来管理此窗体。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注册表项禁用登录窗体。 还可以使用全局策略将其推送到整个组织。

值为 0 将禁用此对话框。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sktop-admin-sign-in-form.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什么是 Power BI 移动应用？
2018/7/31 • • Edit Online

适用于不同设备的移动应用

设备设备 突出突出显显示示

iPhone 无处不在，适用于 iPhone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也无
处不在。 除了查看特殊电话布局视图中的 Power BI 报表外，
还可将 Power BI 添加到 Apple Watch，并通过问答虚拟分析师
提问。 
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在 iPad 上，Power BI 移动应用以为 Power BI 服务设计的方式
显示仪表板和报表。 此外，还可以在 iPad 上查看 Power BI 报
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报表。 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以便在仪表板中的数据更改超出你

设置的限制时通知你。 
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适用于 Android 手机手机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让你可以随身携
带 Power BI，可提供对业务信息的最新的、可触控移动式访
问。 另外，还可以按地理位置筛选报表。 可以使用 Android 手
机扫描 QR 代码并直接跳到 Power BI 仪表板或报表。 
适用于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Power BI 提供一组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 10 移动设备的移动应用。 在移动应用中，可连接到云和本
地数据并与之进行交互。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创建仪表板，并查看仪表板和
报表。 查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本地 Power BI 报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提供了所有这些报表和仪表板，
无论它们是在本地还是在云中。 尝试在移动设备上查看这些报表和仪表板并与之进行交互。这些移动设备可以是
iOS（iPad、iPhone、iPod Touch 或 Apple Watch）、Android 手机/平板电脑或 Windows 10 设备。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for-mobile-devices.md
https://powerbi.com


使用在多个不同 Android 平板电脑上运行的移动应用，可以通
过触摸移动设备掌握最新业务信息。 在 Android 平板电脑
上，Power BI 移动应用以为 Power BI 服务设计的方式显示仪
表板和报表。 可以标记收藏仪表板和报表以便快速访问，以及
喜爱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报
表。 
适用于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可在任何 Windows
10 设备上运行，包括 Windows 10 手机。 除了其他移动应用
的多个功能，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还提
供特殊功能。 例如，可以将 Power BI 仪表板从 Power BI 移动
应用固定到 Windows 10“开始”屏幕。 还可以在 Surface Hub
上以演示模式运行 Power BI，或者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运行。 
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设备设备 突出突出显显示示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企业支持

后续步骤

组织可以使用 Microsoft Intune 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包括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使用 Microsoft Intune，组织可以控制各项事务，如要求提供访问 PIN、控制应用程序处理数据的方式，甚至是在
未使用应用时加密应用程序数据。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在移动应用中查看仪表板



快速入门：浏览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仪表板和报
表
2018/8/9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Windows 10

先决条件

注册注册  Power BI Power BI

安装安装  Android  Android 版版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下下载载零售分析示例零售分析示例

在此快速入门中，将浏览 Android 手机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示例仪表板和报表。 你也可以在其他移动应用
中按照本文操作。

适用于：

仪表板是公司的生命周期和流程的门户。 仪表板是用于监视业务的当前状态的一个概览性的单一区域。 报表是数
据的交互式视图，其中的视觉对象表示该数据中不同的发现和见解。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从 Google Play 下载 Android 版 Power BI 应用。

Power BI 可以在运行 Android 5.0 操作系统或更高版本的 Android 设备上工作。 若要检查设备，请转到“设置” >
“关于设备” > “Android 版本”。

快速入门中的第一个步骤是在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零售分析示例。

1. 在浏览器 (app.powerbi.com) 中打开 Power BI 服务，然后登录。

2. 选择全局导航图标以打开左侧导航。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quickstart-view-dashboard-report.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3.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4. 在左下角，选择“获取数据”。

5. 在“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图标。

6. 选择“零售分析示例”。

7. 选择“连接”。

8. Power BI 导入示例，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我的工作区”。



在 Android 设备中查看仪表板

好了，你已准备好在 Android 设备上查看示例。

1. 在 Android 设备上，打开 Power BI 应用，并使用在浏览器中的 Power BI 服务中所用的 Power BI 帐户凭据
进行登录。

2. 点击左上角的 。

3. 点击“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4. 点击“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以将其打开。



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字母“C”）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读更多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在 Android 手机上 Power BI 仪表板看起来稍有不同。 所有磁贴宽度相同，从顶部到底部一个接一个排列。

5. 点击标题栏中的星形图标  将其生成为收藏夹仪表板。

当在移动应用中生成收藏夹时，它是 Power BI 服务中的收藏夹，反之亦然。

6. 向下滚动并点击"今年销售额，去年销售额"实心折线图。

它在焦点模式下打开。

7. 在焦点模式下，在图表中点击“4 月”。 你将看到 4 月的值显示在图表顶部。



8. 点击右上角的“报表”图标  。 与此磁贴相关的报表在横向模式中打开。

9. 点击气泡图中的黄色“040 - 少年”气泡。 查看它如何突出显示其他图表中的相关值？



清理资源

10. 向上轻扫以查看横跨底部的工具栏，点击铅笔图标。

11. 点击“批注”工具栏中的笑脸图标，将一些笑脸添加到报表页。

12. 点击右上角的“共享”。

13. 如果需要，填入电子邮件地址并添加消息。

你可以与组织内外的任何人共享此快照。 如果他们在你的组织中，且具有他们自己的 Power BI 帐户，他们
也能打开零售分析示例报表。

完成此快速入门后，如果需要，可以删除零售分析示例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后续步骤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并登录。

2.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观察是否存在指示它为收藏项的黄星

3. 在“仪表板”选项卡下，选择零售分析仪表板旁边的垃圾桶“删除”图标。

4. 依次选择“报表”选项卡和零售分析报表。

5. 依次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和零售分析数据集。

在此快速入门中，将浏览 Android 设备上的示例仪表板和报表。 详细了解 Power BI 服务中的工作。

快速入门：浏览 Power BI 服务



教程：在 iOS 应用 Power BI 中向常见问题虚拟分析
师询问关于数据的问题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先决条件

安装安装  iOS  iOS 版版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了解数据的最简单方式是用自己的话咨询有关数据的问题。 在本教程中，在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上的
Microsoft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向常见问题虚拟分析师询问关于示例数据的问题并查看特别推荐的见解。

适用于：

常见问题虚拟分析师是可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访问基础常见问题数据的对话 BI 体验。 它会提
供数据见解建议，你可以键入或说出自己的问题。

在本教程中，你将执行下列操作：

安装 iOS 版 Power BI 移动应用
下载 Power BI 示例仪表板和报表
查看移动应用建议的特别推荐的见解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下载 iOS 应用 到你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tutorial-mobile-apps-ios-qna.md
https://powerbi.com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下下载载机会分析示例机会分析示例

以下版本支持 iOS 版 Power BI 应用：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ad。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hone 5 及更高版本。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od Touch。

教程中的第一步是在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机会分析示例。

1. 在浏览器 (app.powerbi.com) 中打开 Power BI 服务，然后登录。

2. 选择全局导航图标以打开左侧导航。

3.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4. 在左下角，选择“获取数据”。

5. 在“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图标。

6. 选择“机会分析示例”。

7. 选择“连接”。



尝试“特别推荐的见解”

8. Power BI 导入示例，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我的工作区”。

好了，你已准备好在 iOS 设备上查看示例。

1. 在 iPhone 或 iPad 上，打开 Power BI 应用，并使用在浏览器中的 Power BI 服务中所用的 Power BI 帐户凭据
进行登录。

2. 点击全局导航按钮  > “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然后打开“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

3. 点击问答虚拟分析师图标  。



Power BI 问答虚拟分析师推荐了一些可快速上手的见解。



4. 点击“特别推荐的见解”。

问答虚拟分析师推荐了一些见解。

5. 向右滚动，再点击“见解 2”。



此时，问答虚拟分析师会显示“见解 2”。

6. 点击图表，在焦点模式下打开它。



清理资源

7.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可返回到问答虚拟分析师体验。

完成教程后，可以删除“机会分析示例”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并登录。

2.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

3. 在“仪表板”选项卡上，选择“机会分析”仪表板旁边的垃圾桶“删除”图标。

4. 依次选择“报表”选项卡和“机会分析”报表。



后续步骤

5. 依次选择“数据集”选项卡和“机会分析”数据集。

你已在 iOS 版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尝试常见问题虚拟助手。 了解有关 Power BI 服务中常见问题的详细信息。

Power BI 服务中的问答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功能
2018/7/31 • • Edit Online

2018 年 7 月
仅仅  iOS  iOS 和和  Android Android

2018 年 6 月
全画布全画布报报表表

增加了手机增加了手机报报表画布的大小表画布的大小

2018 年 5 月
移移动钻动钻取：所有移取：所有移动应动应用用

““后退后退””按按钮钮：所有移：所有移动应动应用用

仪仪表板主表板主题题：所有移：所有移动应动应用用

iOSiOS：：远远程配置程配置对报对报表服表服务务器的器的  Power BI iOS  Power BI iOS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访问权访问权限限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应用（用（预览预览版）版）

有关相关的“新增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适用于移动应用的 Power BI 工作组日志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新增功能
Power BI 服务中的最近更新

共享的共享的筛选筛选器器

现在可以接收包含共享筛选器和切片器的报表。

背景背景图图像支持像支持

在移动设备上以横向模式查看报表时，可以看到在 Web 上的 Power BI 中查看到的相同背景图
像。

加载报表后，顶部和底部操作条很快就会消失，因此，可以同时查看多个报表。

我们增加了手机报表画布的大小，提供更多空间容纳更多视觉对象。

可以在移动应用中从选定数据点钻取到另一报表页，前提是报表作者已定义此操作。

现在，如果通过轻扫手势、在操作栏中选择报表页或使用钻取功能来浏览整个报表，“后退”按钮会
返回到刚才浏览的上一页。

如果报表作者在 Power BI 服务中自定义仪表板主题，移动应用中的仪表板外观也会随之变化。 不
过，看不到背景图像。

现在，你的 IT 管理员可以使用 MDM 工具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远程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现已在 Microsoft Store 上架。 可以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查看仪表板
和报表，或将它们放在环境的上下文中的特定位置查看。 有关详情，请观看新发布的 Power BI for
HoloLens 简介视频，或阅读与新推出的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相关的文章。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whats-new-in-the-mobile-apps.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tag/mobi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X_nOFUBss


2018 年 4 月
移移动动下下钻钻取和向上取和向上钻钻取取

永久性永久性筛选筛选器器

2018 年 3 月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应用（用（预览预览版）版）

在外部共享在外部共享报报表和表和仪仪表板表板

永久性永久性筛选筛选器器

在在  iPad  iPad 上刷新上刷新报报表表

2018 年 2 月
共享共享报报表表

改改进进的工具提示的工具提示

2018 年 1 月
报报表收藏表收藏夹夹

查查看共享的看共享的报报表表

改改进进的超的超链链接支持接支持

Intune Intune 集成集成  (Android) (Android)

2017 年 12 月

现在可以在移动设备上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以深入了解报表视觉对象。 若要访问此新功能，点击
并按住，以便在报表视觉对象上打开工具提示菜单，然后点击“钻取”按钮来深入探索数据。 有关在
移动应用中向上和向下钻取的详细信息。

我们最近更新了报表筛选器和切片器，因此会自动从 Web 上的 Power BI 保存到 Power BI 移动应
用。 现在，在移动应用中设置的筛选器和切片器都将自动保存到 Web 上的 Power BI。

在最近的数据跟随活动中，我们创建了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 可以沉浸在虚拟世界中
查看仪表板和报表，或将它们放在环境的上下文中的特定位置查看。 详细阅读关于新的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的内容。

直接从应用与组织外部用户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外部共享已对组织帐户和社交帐户启用。

如果在 Power BI 网页版中设置筛选器和切片器，选择的筛选器也会保存到移动应用中，以便用户
能够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操作。

现在，iPad 应用中有 Power BI 报表刷新按钮。

现在可以共享直接来自移动应用的报表。 详细阅读共享来自移动应用的仪表板和报表

点击并按住报表视觉对象以访问工具提示时，现在可以用手指在此视觉对象上拖动，浏览每个数

据点的详细信息。

将报表标记为收藏，以便它们可以出现在“收藏夹”页上。 阅读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
的更多信息。

现在，如果有人与你共享报表，此报表将与仪表板一起列在“与我共享的内容”页上。

现在可以点击自定义视觉对象中的链接，在移动浏览器中将其打开。

支持使用 Intune 移动设备管理的条件访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drill-down-up-in-power-bi-mobile-apps/


改改进进了安全管理了安全管理

改改进进了了权权限管理限管理

已自已自动动安装安装应应用用

2017 年 11 月
iPhone X iPhone X 优优化化

2017 年 10 月
Android Android 中的中的电话报电话报表表筛选筛选器器

在在报报表中表中显显示数据示数据

前几个月

2017 2017 年年  9  9 月月
iPhone iPhone 中的中的电话报电话报表表筛选筛选器器

2017 2017 年年  8  8 月月
支持支持  iOS  iOS 代理代理设设置置

2017 2017 年年  7  7 月月

我们已添加对 Android 设备条件访问 (CA) 和 Microsoft Intune 移动设备管理 (MDM) 的支持，以
更好地保护组织数据的安全。 在 iOS 设备上也可使用。

我们做出了一些更改，实现了对数据集、仪表板和报表的用户权限的更精细管理。

完全不需要在 Power BI 中安装某些应用。 组织中的 Power BI 应用创建者可创建包含仪表板和报
表集合的应用。 然后，他们可发布应用，并将其设置为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自
动安装。 当某应用设置为自动安装时，它就会自动显示在“应用”菜单中：

我们已针对 iPhone X 优化了应用布局，便于你在每台设备上都可浏览到简洁明快的数据。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包含电话优化页面的报表，并且报表具有筛选器，那么现可在
Android 上的电话报表中应用这些筛选器。 详细了解 Android 上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的筛选器。

现在，你可以将报表中的视觉对象切换到表视图，以查看数据后面的数字。 要访问此功能，请点击
报表上视觉对象菜单中的“显示数据”，或展开的视觉对象操作菜单上的新建图标。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包含电话优化页面的报表，并且报表具有筛选器，那么现在可以
在 iPhone 上的电话报表中应用这些筛选器。 详细了解 iPhone 上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的筛选器。

现在可以在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中设置代理设置。 这意味着，Power BI 现在能够通过移动设备
上的 VPN 连接正常工作，方便更多用户和组织随时随地安全地利用 Power BI 的功能。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filters-coming-for-phone-reports-on-ios/


iOS iOS 设备设备

响响应应式式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2017 2017 年年  6  6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2017 2017 年年  5  5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 iOS 和和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

2017 2017 年年  4  4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 iOS 设备设备

2017 2017 年年  3  3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 iOS 设备设备

请参阅 2017 年 7 月移动应用功能摘要

iOS 上全新的上全新的问问答体答体验验（（预览预览版）版）：现在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获取限定范围的见解，而不单单是收到

问题答案。 即使不确定要查找什么，问答依然能够主动呈现与数据相关的见解。 与 Microsoft
Research 团队协作开发的全新手机问答体验在我们的产品内展现了功能强大的技术。 请试学教
程在 iOS 移动应用中咨询有关数据的问题。

手机手机报报表和表和仪仪表板的响表板的响应应式式视觉对视觉对象象：可以将仪表板或报表中的视觉对象设置为响应式，即动态

缩放，尽可能显示最多的数据和见解，无论屏幕大小如何。 请阅读有关响应式视觉对象的博客。

收藏收藏应应用用：已可以收藏仪表板。 最近，Power BI 中添加了应用，现在也可以收藏应用了。

新菜单：与我共享 - 转到移动应用菜单中的“与我共享”，查看已与你共享的所有内容。

新菜单：应用 - 应用是组织生成的仪表板和报表集合，用于交付关键指标以实现更快速方便的数据
驱动型决策。

详细了解组织 Power BI 内容的方法。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预览 - 在本地创建和发布 Power BI 报表。 然后，在你的 iOS 或 Android 移
动设备中查看并与之交互。

请阅读 2017 年 4 月移动应用功能摘要

手机报表的背景色 - 定义了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的背景色后，手机报表将具有相同的背景
色。 有关优化手机的报表页的详细信息。

开发移动友好型自定义视觉对象 - 阅读此开发人员指南，了解在移动设备上创建外观精美、运行良
好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提示。

与数据对话 - 通过说话提问 - 现在，你可以通过说话而不是键入信息来使用问答功能询问数据相
关问题。

请参阅 2017 年 3 月移动应用功能摘要。

切片器交互

我们改进了时间切片器的触摸交互。

使用问答功能询问数据相关问题，然后向我们提供反馈 - 尝试使用问答功能就你的数据提问，然后
通过笑脸或皱眉表情符号给予评价，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服务的感受如何。

使用 3D Touch 执行常见操作 - 在 iPhone 6s 或更高版本的主屏幕上按住 Power BI 应用图标可以
查看通知、执行搜索和访问最近使用的仪表板。

支持从右向左书写的语言 - Power BI 移动应用现在支持从右向左书写的语言。 在此上下文中，“从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service-and-mobile-july-feature-summary/#ios-previe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uly-feature-summary-2/#responsiveVisu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march-april-2017/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lob/master/Tutorial/MobileGuidelin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march-2017/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

2017 2017 年年  2  2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 iOS 设备设备

Android Android 平板平板电脑电脑

iOS iOS 和和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

2017 2017 年年  1  1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iOS

AndroidAndroid

右向左书写语言”指的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书写系统，该系统从右向左书写，而且需要上下文调
整。 请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支持的语言列表。

连接多台 SSRS 服务器

现在可以同时连接最多五台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服务器。

请求仪表板的访问权限

如果你对不具备访问权限的仪表板的 QR 代码进行扫描，现在可以提交直接从移动应用程序进行
访问的请求。

滚动浏览更为简单

现在可以触摸图表本身（而不是触摸一侧的滚动条）来滚动浏览报表中的条形图和柱形图。

使用问答这一预览功能就你的数据提问

借助问答功能，可以用自己的话就你的数据提问，然后 Power BI 会回答你的问题。 问答已在
http://powerbi.com 上的 Power BI 服务中提供。 现在它也在 iPhone 或 iPad 上的移动应用中提
供。

连接多台 SSRS 服务器

现在可以同时连接最多五台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服务器。

现在适用于 Android 平板电脑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全局可用。 Android 平板电脑上的的 Power
BI入门。

仪表板磁贴的新菜单 - 导航到基础报表，展开该磁贴，或管理警报，所有这些操作均可直接通过仪
表板磁贴上的菜单来执行。

对于横向模式下的 iOS 手机、Android 手机和 Android 平板电脑而言，此菜单是一项新功能。 它
已在纵向模式下的 Windows 和 Android 手机上应用。

请参阅 2017 年 1 月移动应用博客的功能摘要。

加载表和矩阵中超过 100 行的数据 - 现在，如果仪表板或报表上有大型表或矩阵，我们会在磁贴
中显示尽可能多的数据。 然后，可以在焦点模式下向下滚动加载其他行。

手机报表 - 公开发布 - Power BI 手机报表现已公开发布。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可以为手机阅
读器定制现有报表的纵向视图。 详细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作移动报表和手机报表体
验。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FS) 预览进行 SSRS 身份验证 - 现在可以使用组织帐
户从移动设备登录本地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服务器。 详细详细如何使用 OAuth 连接
SSRS 服务器。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FS) 预览进行 SSRS 身份验证 - 现在可以使用组织帐
户从移动设备登录本地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服务器。 详细详细如何使用 OAuth 连接

http://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january-2017


2016 2016 年年  12  12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OS iOS 设备设备

iPhoneiPhone

AndroidAndroid

2016 2016 年年  11  11 月月

Android Android 平板平板电脑电脑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

SSRS 服务器。

经过改进的新增功能：快速批注并共享见解 - 批注并共享功能现已完全适用于 Android 设备。 使
用改进后的菜单，不仅可以更轻松快速地批注并共享见解，还可直接从 Power BI 应用共享经过批
注的报表。

请参阅 2016 年 12 月移动应用博客功能摘要。

脱机后台刷新

若要确保脱机时可以访问最新数据，我们在应用程序后台执行刷新以便你的业务信息保持最新状

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未对其进行访问。 若要确保某些仪表板始终保持最新状态，只需将其标记
为收藏。 了解更多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脱机功能的信息。

批注和共享

现在可以从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批注并共享磁贴、报表或可视化效果。

在 iPhone 上
在 iPad 上

请求仪表板的访问权限

如果你对不具备访问权限的仪表板的 QR 代码进行扫描，现在可以提交直接从移动应用程序进行
访问的请求。

映像磁贴上的自定义 URL

如果映像磁贴具有由仪表板所有者定义的自定义 URL，点击磁贴时你将直接转到该 URL，而无需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磁贴。

Apple Watch 改进

现在可以刷新直接来自 Watch 应用的 Apple Watch 数据。 在仪表板索引页中，深按以刷新你的数
据。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必须在 iPhone 后台运行才能使之生效）。

映像磁贴上的自定义 URL

如果映像磁贴具有由仪表板所有者定义的自定义 URL，点击磁贴时你将直接转到该 URL，而无需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磁贴。 此外，包含预定义的自定义 URL 的仪表板磁贴现在可以使读者重定向到
应用内的报表。

请参阅 2016 年 11 月 Power BI 移动应用功能摘要。

适用于适用于  Android 平板平板电脑电脑的的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是的，现处于预览阶段。

体验适用于 Android 平板电脑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在 Android 平板电脑上浏览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预览阶段：Intune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 对于使用 Android 设备的 Power BI Pro 用户，Power BI 对
Microsoft Intune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器 (MAM) 的支持现已处于预览阶段。

收藏夹 - 在 Android 设备上将常用仪表板添加到收藏夹，然后在一个方便访问的位置上集中查看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december-2016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november-2016/


iOS iOS 设备设备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

2016 2016 年年  9  9 月月/10 /10 月月

所有所有设备设备

iPhone iPhone 上的上的  iOS iOS

Android Android 手机手机

Windows 10 Windows 10 手机手机

2016 2016 年年  8  8 月月
所有手机所有手机

iPhone iPhone 和和  iPad  iPad 上的上的  iOS iOS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

所有常用 Power BI 仪表板和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及 KPI。

链接 - 现可单击磁贴和可视化效果中的 URL，并在浏览器中打开这些 URL。

在地图中以当前所在位置为中心 - 重点关注你位置附近的数据

请参阅 2016 年 10 月 Power BI 移动应用功能摘要。

收藏为登录页 - 如果你已收藏任一仪表板，则登录页将是你收藏的仪表板。

改进了导航 - 主导航采用全新外观，导航组移到了组目录中。

报表和仪表板性能改进 - 改进了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加载报表和仪表板的体验。

改进了警报通知 - 数据驱动警报通知现在详细说明了是什么触发了警报以及为什么会触发。

Apple Watch 刷新改进 - Apple Watch 移动应用已针对 Watch OS3 进行了改进。

新增手动刷新磁贴功能 - 现在可以手动刷新仪表板磁贴。 对于基于 DirectQuery 的磁贴，这样做
会检索数据集中的最新数据。

地理筛选 - 现在可以在 Windows 10 手机上根据当前地理位置筛选报表，只查看所需的数据。

SandDance 可视化效果 - 现可在 Surface Hub 中使用此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收藏夹 - 可在所有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最喜爱的仪表板，并在适用于 iOS 和 Windows 10 设
备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管理收藏夹列表。 详细了解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的信
息。

仪表板数据分类 - 可查看仪表板所有者已向其仪表板分配的数据分类。 阅读有关分类仪表板的更
多信息。

数据驱动警报 - 以预设的方式对 KPI、仪表和卡磁贴进行数据更改时，通过警报通知。 了解以下内
容的详细信息：

适用于 Android 手机的 Power BI 应用上的警报。
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应用上的警报。
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上的警报。

iPad 上的焦点模式下的全屏磁贴 - 现在，在 iPad 上点击某个磁贴时，该磁贴会在焦点模式下全屏
打开（占据整个 iPad 屏幕大小）。

手动刷新磁贴 - 可通过打开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仪表板并从屏幕顶部下拉来手
动刷新磁贴。

支持 Intune MAM - 新增对 Microsoft Intune 移动应用管理 (MAM) 功能的支持。

详细了解 Power BI 移动应用上的 Microsoft Intune。

全屏和演示模式 - 在 Surface Hub 上的演示模式下显示报表，并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全屏模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feature-summary-october-2016/


2016 2016 年年  7  7 月月
所有手机所有手机

Android Android 手机手机

iPhone iPhone 和和  iPad  iPad 上的上的  iOS iOS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

2016 2016 年年  6  6 月月

QR QR 码现码现可在增可在增强强现实现实  (iOS)  (iOS) 中中显显示示

使用条形使用条形码码  (iPhone)  (iPhone) 筛选筛选数据数据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表

通知中心通知中心

2016 2016 年年  5  5 月月
iOS iOS 设备设备和和  Android  Android 手机手机

式下显示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现在，你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手机专用仪表板纵向模式视图。

收藏夹选项卡 - 从单个位置访问所有喜欢的仪表板。

改进的安全管理 - 特定仪表板中显示的业务数据选择风险分类。

改进的警告和横幅 - 我们改进了移动应用的警告和横幅。

报表页的 QR 码 - 服务中生成的 QR 码将链接到特定页，而不是整个报表。

改进的警报 - 根据设备的区域设置对数据驱动警报的格式进行设置。

改进的安全管理 - 特定仪表板中显示的业务数据选择风险分类。

移动见解 - 查看簇状柱形图磁贴上的汇总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和总和）。

改进的手动刷新 - 现在可以手动刷新仪表板磁贴。 对于基于直接查询的磁贴，将从数据模型中检
索最新数据。

改进的警告和横幅 - 我们改进了移动应用的警告和横幅。

报表页的 QR 码 - 服务中生成的 QR 码将链接到特定页，而不是整个报表。

一般性改进 - 我们改进了移动应用中的磁贴的错误消息。

改进的安全管理 - 特定仪表板中显示的业务数据选择风险分类。

改进的警告和横幅 - 我们改进了移动应用的警告和横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e Power BI mobile apps blog post（Power BI 移动应用博客文章 - 6
月）。

现在，扫描由 Power BI 服务生成的 QR 码时，磁贴将呈现在增强现实中。

查看关于连接到现实生活中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现在可以扫描印在产品或商店货架上的条形码，以显示按扫描值筛选的相关 Power BI 报表。

查看关于使用条形码筛选数据的详细信息。

现在你可以从 Reporting Services KPI 或移动报表钻取到其他移动报表或任何自定义 URL。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通知中心将显示与你共享的新数据或仪表板，或你所属的组发生的更改。

QR 码现也可用于报表。 使用 Power BI 应用扫描图码，可直接转到相关报表，而无需任何导航
或搜索。

为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改进了数据管理功能 - 减少了设备的加载时间和数据
流量消耗。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update-june-2016/


2016 2016 年年  4  4 月月

所有所有应应用用

Android Android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适用于适用于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的的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2016 2016 年年  3  3 月月

iPhone iPhone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Android Android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适用于适用于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的的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SQL Server 2016 主题移动报表 - 请查看设备上的移动报表主题。
地理位置筛选 - 通过当前位置筛选报告。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pril Power BI Mobile Apps blog（Power BI 移动应用博客 - 4 月）。

在报表切片器中选择多个选项。

现在在 Android 手机上可使用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表。
报表库 - 在报表库中直接打开报表。
NTLM 身份验证 - 支持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中的移动报表。

演示模式 - 在 Power BI 应用中以演示模式显示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现在在 Windows 10 设备上可使用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表。
当鼠标悬停在仪表板磁贴时，可查看数据工具提示。

阅读2016 年 3 月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博客。

Apple Watch - 在Apple Watch上查看 Power BI 磁贴和 KPI。

iOS 9.0 和更高版本 - 为了适应 Power BI 中的可能的最佳体验和新功能，我们现在仅支持运行
iOS 9.0 和更高版本的设备。

全局搜索 - 新增“最近查看”列表和全局搜索功能，以便你可以快速找到所需数据。

报表库 - 在报表库中直接打开报表。

脱机时保持数据最新 - 当联机时新的后台刷新功能可自动更新缓存数据，因此即使在脱机状态
下你也可以拥有最新数据。

必应和 R 磁贴 -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必应和 R 磁贴。

SQL Server 2016 移动报表和 KPI - 查看 SQL Server 2016 移动报表和 KPI，并在 SSRS 文件夹
之间导航。

查看报表 - 从仪表板上的磁贴中打开报表。

脱机时保持数据最新 - 当联机时新的后台刷新功能可自动更新缓存数据，因此即使在脱机状态
下你也可以拥有最新数据。

快速访问 - 通过“最近查看”列表和全局搜索功能快速访问仪表板、报表和组，以便你找到所需的数
据。

必应和 R 磁贴 -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必应和 R 磁贴。

在开始屏幕上添加更多动态磁贴 - 将 KPI 和行卡片作为动态磁贴固定到开始屏幕，以便你可以快
速浏览所有关键指标。

收缩缩放 - 在平板电脑上使用收缩缩放手势，以便更加详细地检查仪表板。

通知 - 使用新数据更新数据集、报表和仪表板时获得通知。

报表库 - 在报表库中直接打开报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update-april-2016/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mobile-apps-update-march-2016/


2016 2016 年年  2  2 月月
AndroidAndroid

适用于适用于  Windows 10  Windows 10 设备设备的的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2016 2016 年年  1  1 月月

2015 2015 年年  12  12 月月

iOS iOS 中的中的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表

适用于适用于  Windows 10  Windows 10 手机的手机的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其他新增功能：其他新增功能：

2015 2015 年年  11  11 月月

所有所有  Power BI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在 Android 手机上使用横向模式查看仪表板。

在 Windows 10 手机上使用横向模式查看仪表板。

在 Windows 10 手机上查看报表。

在 Windows 10 移动仪表板上快速洞察数据：共享磁贴快照或直接从仪表板中打开报表。

2015 年 12 月发布的新的适用于 Windows 10 手机的 Power BI 应用已包括所有一月份的改进功
能。 现在正在向其他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推出这些改进功能。 阅读有关以下改进功
能的博客文章。

实时数据支持 - 仪表板可实时自动刷新，因此不需要手动刷新它们。

脱机状态指示器 - 当没有信号时，你会看到仪表板顶部有一个脱机状态指示器。

访问缓存数据 - 缓存数据不再会过期，所以在脱机时你可以无限期地访问缓存数据。

R 磁贴和 Web 小组件 - 在移动设备上的仪表板中查看新磁贴类型。

必应仪表板 - 在 Power BI 服务中，你现在可以使用必应搜索结果创建仪表板，并在移动设备上查
看它们。

将报表页作为磁贴固定到仪表板 - 现在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将整个报表页固定到仪表板，所以
可以在 iPhone 或 Android 手机上的 Power BI 应用中查看报表页。

凭借一些重要的新增功能和更新，Power BI 团队强势收官 2015 年。

现在，你可以在 iOS 设备上（iPad 或 iPhone）的 Power BI 应用中查看 SQL Server 移动报表。 阅
读更多资料：

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应用上的 SQL 16 SSRS 博客文章
在 iPhone 和 iPad 应用中查看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和 KPI 文档

适用于 Windows 10 手机的新 Power BI 应用针对触控和移动工作效率进行了优化。 浏览仪表板
和报表、邀请同事查看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分享见解以便和你的团队建立联系。 你还可以将
Power BI 仪表板固定到 Windows 手机的开始屏幕。

阅读适用于 Windows 10 手机的 Power BI 应用博客文章。
适用于 Windows 10 手机的 Power BI 应用入门。

阅读 Power BI 移动应用 12 月博客文章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当同事与你共享仪表板时收到通知。 (iOS)
在仪表板中查看固定的整个报表页。 （iOS 和 Android）
扫描 QR 代码并直接转到 Android 手机上的相关磁贴。

阅读 2015 年 11 月 Power BI 移动博客文章。

全新的欢迎体验。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30/sql-16-ssrs-on-power-bi-app-for-io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30/announcing-the-power-bi-app-for-windows-10-mobile.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30/power-bi-mobile-apps-update-_2d00_-december-2015.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2/08/bridge-the-gap-between-your-physical-world-and-your-bi-using-qr-codes.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24/power-bi-mobile-apps-update-_2d00_-november-2015.aspx


iOS iOS 和和  Android  Android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iPhone iPhone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适用于适用于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的的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2015 2015 年年  10  10 月月

所有所有  Power BI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iPhoneiPhone

改进的图表数据容量。

现在，企业可以使用 Microsoft Intune 来配置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以
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

直接从 iPhone 将图片磁贴添加到仪表板。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 QR 代码，然后在 iPhone 上扫描 QR 代码以便在特定磁贴中打开
Power BI 应用。

直接从磁贴链接到特定的 URL。

阅读 10 月中旬的 Power BI 移动博客文章。

具有基于百分比的 y 轴的折线图现在根据实际数据计算可视化范围。 现在该图从图表的最
低数据点开始，而不是从默认值开始。

折线图、柱形图和条形图现在可以具有数据标签。

时刻关注组的最新仪表板 -- 每当团队成员将仪表板添加到你的一个组时，就会在 iPhone
上收到通知。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0/21/power-bi-mobile-mid-october-updates-are-here.aspx


2015 2015 年年  9  9 月月

AndroidAndroid

iOSiOS（（ iPhone iPhone 和和  iPad iPad））

你现在可以水平查看仪表板，只需旋转你的手机。 阅读更多有关 iPhone 应用中的横向模
式的内容。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改进 -- Android、iOS（iPhone 和 iPad）和 Windows。 阅读 9 月中旬的
Power BI 移动博客文章。

对组工作区的支持：与组工作区中的同事协作。

支持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对于用户未能或无法登录应用的少数情况，我们添加了快速、便利的

途径来联系支持部门和发送反馈。

改善了使用基于角色的安全性访问仪表板时的用户体验。

改进了图表的数据格式设置和所有仪表板磁贴的对齐方式。

新增及改进的导航功能：新增的抽屉式导航可以最大化屏幕的实际空间，并改进整个应用的导

航。

组工作区：与组工作区中的同事协作。

身份验证过程升级质量、性能和功能方面的提升改进了应用程序身份验证过程，其中包括对

SSO（单一登录）的支持。
改进了折线图磁贴的数据的表示形式，以更好地压缩 x 轴。
改善了使用基于角色的安全性时的用户体验。

矩形图磁贴的触控优化：现在你可以轻松滚动矩形数据并轻松、直观地查看其所有数据。

改进了图表的数据格式设置和仪表板磁贴的对齐方式。

取消了对 iOS 7 的支持：为了维护 Power BI 的最高安全标准，我们将不再支持安装 iOS 7 的设
备。 要求安装 iOS 8 和更高版本。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11/02/enjoy-the-landscape-with-the-power-bi-iphone-app.aspx
http://blogs.msdn.com/b/powerbi/archive/2015/09/23/power-bi-mobile-mid-september-updates-are-here.aspx


WindowsWindows

在应用中新增发送反馈和评级功能：在应用中增加了发送反馈和提供评级的功能，因此，我们可

以增强社区对我们的路线图的影响，并且非常容易和直接地从应用中发现并反馈问题。

改进了焦点模式下地图磁贴的呈现方式以最大化屏幕的实际空间。

改善了使用基于角色的安全性访问仪表板时的用户体验。

新增了一项功能可让你向后和向前浏览仪表板磁贴，直接在焦点模式下浏览它们，而无需返回

到仪表板选择下一个磁贴。

其他稳定性和性能改进。



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获取实际数据
2018/6/28 • • Edit Online

磁贴的 QR 代码

报表的 QR 代码

条形码

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Power BI 移动应用可以直接将现实生活连接到相关 BI 信息。

在仪表板中创建报表 QR 码或磁贴，并将 QR 代码放在你所需的任何位置上。 当你的同事用他们的 iPhone、
Android 手机或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扫描代码时，他们会看到已与该 QR 代码关联的磁贴。 在 iPhone
上，他们会在增强现实中看到该磁贴。

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详细信息：

在 Power BI 中创建磁贴的 QR 代码
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Power BI QR 码
使用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扫描 QR 码。

为报表创建 QR 代码。 当你的同事使用 iPhone 扫描代码时（Android 手机版即将推出），他们会看到已与该 QR 代
码关联的报表。

有关在 Power BI 中创建报表的 QR 代码的详细信息

在报表中标记条形码，你的同事即可扫描产品上的条形码并直接跳转到针对该产品筛选的报表上。

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详细信息：

在报表中标记条形码数据

从 iPhone 的 Power BI 应用中扫描条形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data-in-real-world-context.md


按位置进行筛选

后续步骤

对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的地理数据进行分类。 那么当你的同事在 Power BI for iOS 移动应用中查看该报表
时，Power BI 将自动提供符合其所在位置的地理筛选器。

有关按位置筛选的详细信息。

为 Power BI 中的磁贴创建 QR 代码
为 Power BI 中的报表创建 QR 代码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你的脱机数据
2018/7/17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脱机访问数据

后台数据刷新

NOTENOTE

适用于：

在移动应用而不是在移动浏览器中查看 Power BI 的一个优点是，未连接到网络时也可以看到你的数据。

默认情况下，Power BI 经常刷新数据，从而能随时获得最新的业务问题解答，甚至在上下班途中或漫游时也可以。

你可以在脱机时访问以前从移动应用访问的仪表板，并与之进行交互。

还对以前从移动应用访问的任何 Power BI 报表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可以看到完整的报表，但不能在其上进行筛
选、交叉筛选、排序或在其上使用切片器。

后台刷新功能会利用 Power BI 服务数据（而非数据源）更新你收藏的仪表板，以及你在过去两周内查看过的仪表板
和报表。 如果你已连接 Wi-Fi，后台刷新功能会每 2 小时更新一次。 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你使用的是 3G 网
络，Power BI 会每 24 小时更新一次内容。

可以出于一些目的关闭后台刷新功能。例如，为了避免使用网络。 检查设备上的设置。

如果你在 iOS 设备上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并且组织已配置 Microsoft Intune MAM，则会关闭后台数据刷新。 在你下次进
入应用时，Power BI 会刷新 Power BI 服务 Web 数据。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 Power BI 移动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offline-data.md


脱机状态指示器

限制

后续步骤

在进入或退出脱机模式时，Power BI 提供明确指示并在缺少脱机时可用的仪表板、报表和磁贴时提供相关指示。

要在移动设备上脱机使用 Power BI，可能会遇到以下限制：

Power BI 可以脱机缓存最多 250 MB 的数据。
某些磁贴类型需要可用的服务器连接，因此，在脱机状态下这些磁贴不可用例如，必应地图磁贴和一些自定义

磁贴。

在 Power BI 中整个 Excel 工作簿脱机时将不可用。
如果你在连接时查看了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那么脱机时也可以对其进行查看。 不会在后台刷
新报表和 KPI。 而是每次打开它们时将其刷新。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看不到已保存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pbix) 文件。

你的反馈将帮助我们决定未来要做什么，如果你想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看到其他功能，别忘了向我们提出你的
建议。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关注 Twitter 上的 @MSPowerBI
加入 Power BI 社区的对话
什么是 Power 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预览版）
2018/6/27 • • Edit Online

两种视图：Windows 经典视图和全息视图

Windows 经典视图的基础知识

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或将其置于境上下文中的特定位置时，均可查看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预览版）中的
仪表板和报表。

从 Windows 应用商店下载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在 Windows 应用商店中，它称为“Power BI 移动版”。
在虚拟世界中与仪表板和报表交互，然后选择要放置的内容。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基于 Power BI Windows 移动应用，结合了混合现实的特有功能。 启动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时，你会进入 Power BI 的 Windows“经典”视图。 在此视图中，可以在你能访问的仪表板和报表之间
进行导航。 找到所需的内容时，可以从 Windows 经典视图切换至全息视图。

如果你不熟悉混合现实体验，请查看此部分。 与混合现实应用交互和与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交互是不同的。 在
Windows 经典视图中，混合现实应用响应一套手势和语音命令，这套命令取代了传统的点击鼠标、敲击键盘或者
点击手机操作。

隔空敲隔空敲击击

在所有混合现实应用的交互手势中，隔空敲击是最基础的。 手伸直，大拇指和食指相互敲击，此手势类似于点击鼠
标或点击手机。

在 Power BI 的 Windows 经典应用中，你可以在任何需要鼠标点击的位置进行隔空敲击。 可以通过隔空敲击打开
工作区中的仪表板或报表，也可以隔空敲击某个视觉对象的一部分进行筛选或交叉突出显示其他视觉对象等等。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mixed-reality-app.md
https://www.microsoft.com/p/power-bi-mobile/9nblgggzlxn1?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全息视图的基础知识

在全息视图中扫描报表 QR 码

详细阅读关于新的混合现实中的 Microsoft 手势的内容。

固定固定项项目目

隔空敲击“固定”图标  可将 Windows 经典视图的仪表板或报表固定到全息视图。 可以将很多项目固定到全息视
图。

切切换换到全息到全息视图视图

在固定 Windows 经典视图中的项后，隔空敲击“全屏显示”图标  可切换到全息视图。

现在进入了全息视图，之前固定的所有项目都在停靠带中。 你可以将这些固定好的项目放置在现实空间的任何位
置，例如放在项目所描述的设备旁边。 在全息视图中，语音命令可与手势互补。 下面是一些常见的语音命令。

“跟随我跟随我”

选取一个 Power BI 项目，它将停留在你的主要视野并跟随你的视线移动，直到将它放置到某个位置。

“停靠停靠”

使用“停靠”命令可以将项目放入 Power BI 停靠带，于是该项目虽然不在你的主要视野，但也会跟随你，方便你访
问。

“放在放在这这里里”

使用此命令可以将仪表板或报表放置在墙上或物体上，或者悬停在空中。

“转转到主到主页页”

说“转到主页”可以返回 Power BI 经典 Windows 视图。

“删删除除”

使用此命令可以从全息视图中删除某个项目。

“全部全部删删除除”

使用此命令可以从全息视图中删除所有项目。

在全息视图中可以扫描报表的 QR 码，就像使用适用于 iPhone 和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扫描 QR 码一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windows/mixed-reality/gestures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样。

进入全息视图时，注视 QR 码。 Power BI 会打开此 QR 码关联的报表。

全息视图有几点限制和注意事项。

你不会看到在 Windows 经典视图中设置的交叉筛选或突出显示的内容。
这些固定仪表板和报表的视图是私有的。 我们暂时不支持共享体验。
随着数据变化，仪表板和报表每 45 秒会刷新一次。

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从真实世界获取数据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本地报表服务器报表
和 KPI
2018/7/17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要做的第一件事

不使用服务器连接在移动应用中探索示例

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可以通过触控移动设备实时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中的本地业务信息。

适用于：

移动应用是用于查看 Power BI 内容（而不是创建内容）的地方。

你和组织中的其他报表创建者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 Power BI 报表，然后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
可以在 Web 门户中直接创建 KPI，将它们整理到文件夹中，然后标记为收藏项，方便你快速找到。
可以使用 SQL Server 2016 企业版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生成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然后将其发布到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

然后，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最多连接五个报表服务器，以查看整理到文件夹中或标记为收藏夹的 Power BI
报表和 KPI。

即使无权访问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也仍可以探索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的功能。

1. 点击左上角的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srs-kpis-mobile-on-premises-report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orking-with-kpis-in-reporting-service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mobile-reports/create-mobile-reports-with-sql-server-mobile-report-publish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eb-portal-ssrs-native-mode


连接到本地报表服务器

2. 点击“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然后转到相应位置，与示例 KPI 和移动报表进行交互。

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本地 Power BI 报表、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1. 在移动设备中，打开 Power BI 应用。

2. 如果你尚未登录到 Power BI，请点击“报表服务器”。

如果你已登录到 Power BI 应用，请点击全局导航按钮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3. 点击“连接到服务器”。

移动应用需要以某种方式访问服务器。 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此目的：

使用相同的网络/VPN 是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使用 Web 应用程序代理从组织外部建立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OAuth 连接到



在 iOS 中连接到本地报表服务器

Reporting Services。
在防火墙中打开连接（端口）。

4. 填写服务器地址以及用户名和密码。 对服务器地址使用如下格式：

http://<servername>/reports

OR

https://<servername>/reports

在连接字符串前面加上 http 或 https。

5. （可选）在“高级选项”下，可以为服务器命名易记名称（如果需要的话）。

6. 此时，服务器显示在左侧导航栏中（在此示例中，服务器名为“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如果你在 iOS 移动应用中查看 Power BI，IT 管理员可能定义了应用配置策略。 如果是这样，连接报表服务器的
体验就会得到简化，连接报表服务器时不需要提供这么多的信息。

1. 你将看到一条消息，表示以为移动应用配置报表服务器。 点击“登录”。



2. 在“连接到服务器”页上，已填写报表服务器详细信息。 点击“连接”。

3. 键入密码进行身份验证，然后点击“登录”。

现在，你可以查看存储在报表服务器上的 KPI 和 Power BI 报表并与之交互。



在 Power BI 应用中查看 Power BI 报表和 KPI
Power BI 报表、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的文件夹与它们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上的文件
夹相同。

NOTENOTE

点击 Power BI 报表 。 它将以横向模式打开，并可在 Power BI 应用中与之交互。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上的 Power BI 报表中当前未启用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功能。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所有者可以为 Power BI 移动应用优化报表。 在你的移动手机上，已优化的

报表都具有一个特殊的图标 和布局。

点击 KPI 以在焦点模式中看到它。



查看你收藏的 KPI 和报表
可以在 Web 门户上将 KPI 和报表标记为收藏项，然后在移动设备上的一个方便使用的文件夹中查看它们，以及
收藏的 Power BI 仪表板。

点击收藏收藏夹夹。

你在 Web 门户中收藏的 KPI 和报表，以及 Power BI 服务中的 Power BI 仪表板全都在此页上：



删除与报表服务器的连接

后续步骤

1. 在左侧导航栏的底部，点击“设置”。
2. 点击不想连接到的服务器的名称。
3. 点击“删除服务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共享仪表板或报表
2018/8/1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从 iPhone 中共享

取消从取消从  iPhone  iPhone 中共享中共享

适用于：

使用 Power BI Pro 许可证，可以从 Power BI 移动应用共享链接，邀请他人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可以与组织内外
的任何人共享，无论他/她是否拥有公司邮件帐户。 共享对象也必须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否则内容必须位
于高级容量中。

从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还可以批注并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的快照。

1. 在仪表板或报表底部的操作栏中，点击“共享”图标 。

2. 键入名称（用逗号隔开）和随附在邀请中的消息。

3. 若要允许重新共享，请选中“允许收件人重新共享”。

允许再次共享后，你的同事可以通过 Web 或移动应用向组织中的其他人转发此电子邮件邀请。

4. 点击右上角的发发送送。

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其中包含指向仪表板或报表的直接链接。 该邀请将在一个月后过期。 他们在
浏览器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该邀请时，邀请会添加到其 Power BI 帐户的“与我共享”部分。

详细了解与同事共享的相关说明。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share-dashboard-from-the-mobile-apps.md


从 iPad 中共享

取消从取消从  iPad  iPad 中共享中共享

只有你是所有者才能取消共享。

1. 在仪表板或报表底部的操作栏中，点击“共享”图标 。

2. 点击“邀邀请请同事同事”。

使用下列短语，可以看到你已经和其共享仪表板或报表的同事列表：

可以可以查查看看：他们可以查看，但不能共享。

可以可以查查看和邀看和邀请请：他们可以查看，并且与其他同事共享。

3. 点击编辑编辑。

4. 若要停止共享，请点击名称旁边的红色圆圈，然后点击删删除除。

1. 在仪表板或报表的右上角点击“共享”图标 。

2. 键入电子邮件地址以及邀请随附的消息。

3. 若要允许重新共享，请选中“允许收件人重新共享”。

允许再次共享后，你的同事可以通过 Web 或移动应用向组织中的其他人转发此电子邮件邀请。

4. 点击右上角的发发送送。

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其中包含指向仪表板或报表的直接链接。 该邀请将在一个月后过期。 他们在
浏览器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该邀请时，邀请会添加到其 Power BI 帐户的“与我共享”部分

详细了解与同事共享的相关说明。

只有你是所有者才能取消共享。

1. 在仪表板或报表的右上角点击“共享”图标 。

使用下列短语，可以看到你已经和其共享仪表板或报表的同事列表：

可以可以查查看看：他们可以查看，但不能共享。

可以可以查查看和邀看和邀请请：他们可以查看，并且与其他同事共享。



从 Android 设备中共享

取消从取消从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中共享中共享

在你的 Windows 10 设备上共享

2. 点击编辑编辑。

3. 若要停止共享，请点击名称旁边的红色圆圈，然后点击删删除除。

1. 在仪表板或报表的主页上，点击省略号 (...)，然后点击“邀请同事”。

2. 也可以点击仪表板或报表中的“邀请”图标 。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你将看到与之共享此仪表板或报表的同事的列表，并附有以下说明：

可以可以查查看看：他们可以查看，但不能共享。

可以可以查查看和重新共享看和重新共享：他们可以查看并与其他同事共享。

3. 键入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仪表板邀请随附的消息。 否则 Power BI 会发送默认消息。

4. 若要允许再次共享，请选中允允许许收件人共享此收件人共享此仪仪表板表板选项。

允许再次共享后，你的同事可以通过浏览器或移动应用向组织中的其他人转发此电子邮件邀请。

5. 点击右上角的“发送”图标  发送邮件。

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其中包含指向仪表板的直接链接。 该邀请将在一个月后过期。 他们在浏览器
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该邀请时，邀请会添加到其 Power BI 帐户的“与我共享”部分

详细了解与同事共享仪表板的相关说明。

只有你是所有者才能取消共享。

1. 在仪表板或报表的右上角点击邀请图标 。

可以看到你已经与之共享仪表板或报表的同事列表。

2. 要停止与同事共享，请点击名称旁边的“X”> “删除”。

1. 在仪表板或报表中，点击“邀请”图标 。

或者，在仪表板或报表主页上，右键单击或长按，然后点击“邀请”。



后续步骤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你将看到与之共享此仪表板的同事的列表，并附有以下说明：

可以可以查查看看：他们可以查看，但不能共享。

可以可以查查看和重新共享看和重新共享：他们可以查看并与其他同事共享。

2. 键入电子邮件地址以及邀请随附的消息。 否则 Power BI 会发送默认消息。

3. 若要允许重新共享，请选中“允许收件人重新共享”。

允许重新共享后，你的同事可以通过浏览器或移动应用与组织中的其他人共享。

4. 点击“发送”图标 。

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其中包含指向仪表板或报表的直接链接。 该邀请将在一个月后过期。 他们在
浏览器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该邀请时，邀请会添加到其 Power BI 帐户的“与我共享”部分

详细了解与同事共享的相关说明。

在移动应用中批注并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的快照

共享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或报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浏览磁贴
2018/8/2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iOS 应用中的磁贴

NOTENOTE

适用于：

磁贴是数据的实时快照，固定到仪表板中。 它们的值会随数据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可以将磁将磁贴贴添加到添加到  Power BI 服服
务务中的中的仪仪表板表板。。

然后，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以焦点模式打开磁贴并与之交互。 你可以打开包含所有类型的视觉对象的磁
贴，包括基于必应和 R 的磁贴。

可以使用 iPhone 应用创建图片磁贴，并将它们保存到仪表板。

1. 在适用于 iOS 的移动应用中打开仪表板。

2. 点击磁贴。 将会在焦点模式下打开磁贴，在其中可以很方便地查看和浏览磁贴数据。 在“焦点模式”下，你
可以：

在折线图、条形图或柱形图中，点击以查看可视化效果特定部分的值。

例如，在此折线图中，所选的值为本年度和上年度八月份的销售额*。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tiles-in-the-mobile-apps.md


在饼图中，点击饼图的一个扇区以显示饼图顶部扇区的值。

3. 在地图中，点击“在地在地图图中以当前所在位置中以当前所在位置为为中心中心”图标 ，以你当前所在位置为中心。

4. 点击共享图标  以添加批注并与他人共享磁贴。

5. 为磁贴添加警报。 如果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值，Power BI 将会通知你。

6. 有时，仪表板创建者会为磁贴添加链接。 如果已添加，当它处于焦点模式时，会有一个链接图标 ：



适用于 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移动应用中的磁贴

链接可以转到其他 Power BI 仪表板或外部 URL。 你可以点击链接以在 Power BI 应用中打开它。 如果是
外部站点，Power BI 会要求你允许访问此站点。

在 Power BI 应用中打开链接后，可以复制该链接，然后改为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它。

7. 打开磁贴所基于的报表 。

8. 若要使磁贴离开焦点模式，点击磁贴名称，然后点击“仪表板名称”或“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1.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仪表板。

2. 点击磁贴，在焦点模式下将其打开，这样可以更方便地查看和浏览磁贴数据。



Windows 10 移动应用中的磁贴

在“焦点模式”下，你可以：

点击图表以移动折线图、条形图、柱形图或气泡图中的条，以查看可视化效果中特定点的值。

点击“共享快照”图标 ，批注并共享磁贴。

点击“打开报表”图标 ，在移动应用中查看报表。

3. 有时，仪表板创建者会为磁贴添加链接。 因此，点击垂直省略号 (...) 时可看到“打开链接” ：

链接可以转到其他 Power BI 仪表板或外部 URL。 你可以点击链接以在 Power BI 应用中打开它。 如果是
外部站点，Power BI 会要求你允许访问此站点。

在 Power BI 应用中打开链接后，可以复制该链接，然后改为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它。

4.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关闭磁贴，并返回到仪表板。

1. 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仪表板。

2. 点击磁贴上的垂直省略号。 你可以在此处：



共享磁贴的快照。

点击“打开报表”  以查看基础报表。

打开链接（如果有链接）。 链接可以转到 Power BI 仪表板或外部 URL。

3. 点击“展开磁贴” 。 将会在焦点模式下打开磁贴，在其中可以很方便地查看和浏览磁贴数据。 在此模式
下，你可以：

旋转饼图显示饼图顶部扇区的值。

点击图表以移动折线图、条形图、柱形图或气泡图中的条，以查看可视化效果中特定点的值。



NOTENOTE

在此条形图中，Decor 条的值显示在图表的顶部。

点击“全屏”图标 ，以全屏幕模式打开磁贴而不显示导航和菜单栏。

还可以在 Windows 10 版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全屏模式下查看仪表板和报表。

在地图中，点击“在地在地图图中以当前所在位置中以当前所在位置为为中心中心”图标 ，以你当前所在位置为中心。

点击共享快照图标  以与他人共享磁贴。

点击打开报表图标  以查看磁贴所基于的报表。

4. 点击后退箭头或后退按钮以关闭磁贴并返回到仪表板。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收藏和查看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查看 Power BI 收藏夹

适用于：

了解如何在移动应用中收藏和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应用，以及收藏的本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报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进行收藏时，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和所有移动设备中的“收藏
夹”页上看到收藏的内容。

还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收藏 Power BI 仪表板和应用。 然后，可以在移动应用的“收藏夹”页上看到它们。

可以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或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上将 KPI 和报表标记为收藏项，然后在移动设备上
的一个方便使用的文件夹中查看它们，以及收藏的 Power BI 仪表板。

依次点击顶部导航菜单 和“收藏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favorites.md
https://powerbi.com


收藏应用

所有收藏项全都显示在此页上：

1. 在移动应用上的应用列表中，依次点击应用旁边的省略号 (...) 和“收藏”。



在 iOS 和 Windows 10 移动应用中收藏仪表板或报表

此时，它与收藏的其他仪表板和应用一起列出。

可以从仪表板或报表列表或仪表板或报表本身收藏 Power BI 仪表板或报表。

在移动应用的仪表板或报表列表中，点击名称旁的空心五角星 。 五角星会变成黄色 。



在 Android 移动应用中收藏仪表板或报表

在仪表板或报表上，点击功能区中的空心五角星 。 五角星会变成黄色 。

可以从仪表板或报表列表或仪表板或报表本身收藏仪表板或报表。

在移动应用的仪表板或报表列表中，点击名称旁边的竖省略号 (...)，然后点击“添加到收藏夹”。 此时，
名称旁边会显示黄色五角星。



收藏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和 KPI

在仪表板或报表上，点击功能区中的空心五角星 。 五角星会变成深灰色 。

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收藏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和 KPI，但不能在移动应
用中收藏它们。 在 Web 门户中将它们标记为收藏项。



后续步骤

Power BI 服务中最喜爱的仪表板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2018/7/17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WARNINGWARNING

iPhone 或 iPad 上的数据警报
在在  iPhone  iPhone 或或  iPad  iPad 上上设设置警置警报报

适用于：

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和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上设置警报。 当磁贴中的数据更改超出设置的限制
时，警报会通知你。 警报适用于包含单一数字的磁贴（如卡和仪表），但不适用于包含流数据的磁贴。 你可以
在移动设备上设置数据警报，并在 Power BI 服务中查看，反之亦然。 即使你共享了仪表板或磁贴的快照，也
只有你可以看到自己设置的数据警报。

如果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或者共享仪表板采用高级容量，则可以在磁贴上设置警报。

数据驱动的警报通知提供有关数据的信息。 如果设备被盗，我们建议你转到 Power BI 服务，关闭所有数据驱动的警报规
则。

详细了解管理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1. 点击仪表板中的数字或仪表盘磁贴以焦点模式打开该磁贴。

2. 点击钟形图标  添加警报。

3. 点击“添加警报规则”。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set-data-alerts-in-the-mobile-apps.md


在在  iPhone  iPhone 或或  iPad  iPad 上管理警上管理警报报

NOTENOTE

4. 选择在大于或小于某个值时接收警报，然后设置值。

5. 决定是否要每小时或每天接收警报，以及是否要在收到警报的同时也接收电子邮件。

不会每小时或每天都收到一次警报，除非数据确实在那时进行了刷新。

6. 也可以更改警报标题。

7. 点击保存保存。

8. 单个的磁贴可以有超过或低于阈值的值的警报。 在“管理警报”中，点击“添加警报规则”。

可以在移动设备上管理单个警报，或 在 Power BI 服务中管理所有警报。



Android 设备上的数据警报
在在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上上设设置警置警报报

1. 在仪表板中，点击具有警报的数字或仪表盘磁贴。

2. 点击钟形图标 。

3. 点击该警报名称以对其进行编辑，点击滑块以关闭电子邮件警报，或点击垃圾回收删除该警报。

1. 在 Power BI 仪表板中，点击数字或仪表磁贴打开它。

2. 点击钟形图标  添加警报。

3. 点击加号图标 (+)。



在在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上管理警上管理警报报

NOTENOTE

4. 选择在大于或小于某个值时接收警报，然后键入值。

5. 点击“完成完成”。

6. 决定是否要每小时或每天接收警报，以及是否要在收到警报的同时也接收电子邮件。

不会每小时或每天都收到一次警报，除非数据确实在那时进行了刷新。

7. 也可以更改警报标题。

8. 点击保存保存。

你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管理单个警报，或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管理所有警报。

1. 在仪表板中，点击具有警报的卡片或仪表盘磁贴。

2. 点击实心铃图标 。

3. 点击该警报以更改值或将其关闭。



Windows 设备上的数据警报
在在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上上设设置数据警置数据警报报

4. 点击加号图标（+），向同一磁贴添加其他警报。

5. 若要完全删除警报，请点击垃圾箱图标 。

1. 点击仪表板中的数字或仪表盘磁贴以打开该磁贴。

2. 点击钟形图标  添加警报。

3. 点击加号图标 (+)。



NOTENOTE

4. 选择在大于或小于某个值时接收警报，然后键入值。

5. 决定是否要每小时或每天接收警报，以及是否要在收到警报的同时也接收电子邮件。

不会每小时或每天都收到一次警报，除非数据确实在那时进行了刷新。

6. 也可以更改警报标题。

7. 点击复选标记。

8. 单个的磁贴可以有超过或低于阈值的值的警报。 在“管理警报”中，点击加号 (+)。



在在  Windows  Windows 设备设备上管理警上管理警报报

接收警报

你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管理单个警报，或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管理所有警报。

1. 在仪表板中，点击具有警报的卡片或仪表盘磁贴。

2. 点击钟形图标 。

3. 点击该警报以更改值或将其关闭。

4. 若要完全删除该警报，请单击右键或点击并按住 >“删除”。

在移动设备上或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 Power BI 通知中心 中接收警报，以及关于他人与你共享的新仪表板的
通知。

虽然可以更频繁地刷新数据源，但是通常将其设置为每天刷新。 当仪表板中的数据刷新时，如果被跟踪的数
据到达其中一个你所设定的阈值时，将发生下列情况。



NOTENOTE

提示和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1. Power BI 会检查自最后一个警报发出是否已超过 1 个小时或 24 个小时（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选项）。

只要数据超过了阈值，则每 1 小时或每 24 小时你将会收到一个警报。

2. 如果你已设置警报向你发送电子邮件，则你将在收件箱中找到如下内容。

3. Power BI 会将消息添加到通知中心通知中心，并会向适用的磁贴添加新的警报图标 。

4. 点击全局导航按钮  以打开通知中心通知中心，并查看警报详细信息。

警报仅适用于刷新的数据。 数据刷新时，Power BI 会查看是否为该数据设置了警报。 如果数据已达到了警报的阈值，则
会触发警报。

警报当前对于 Bing 磁贴或带有日期/时间度量值的卡片磁贴不受支持。
警报仅适用于数字数据。

警报仅适用于刷新的数据。 它们不适用于静态数据。
警报不适用于包含流数据的磁贴。

在 Power BI 服务中管理警报
Power BI 移动通知中心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获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通知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NOTENOTE

查看移动设备上的通知

适用于：

“通知”会将你的 Power BI 体验相关信息通过 Power BI 服务或移动设备立即发送给你。 打开“通知”时，你会看到一
组顺序消息源，关于你已设置的警报、已与你共享的新仪表板、组工作区的更改、Power BI 事件和会议相关信息
等。

在 iOS 设备上第一次登录 Power BI 应用更新版时，会看到一条消息，询问你是否希望 Power BI 发送通知。 还可以在设备
的“设置”中配置如何让 Power BI 为你发送通知。

1. 默认情况下，在移动设备上收到通知时，Power BI 会发出声音并显示通知横幅。

或在 iPad 上：

你可以更改 Power BI 的通知方式。

2. 收到通知后，如果登录到移动设备上的 Power BI，则会在全局导航按钮  (Android) 或“通知”图标上看到
一个黄点。

3. 选择“通知”图标  (Windows 10)。

最新的通知显示在顶部，未读通知突出显示。 通知将保留 90 天，除非被删除或超出最大条数 100。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notification-center.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更改或关闭移动设备上的通知

4. 若要消除通知，请点击并按住此通知，然后选择“消除”。

可以更改 Power BI 的通知方式。

1. 在 iOS 设备上，依次转到 “设设置置” > “通知通知”。

在 Android 手机上转到“通知设置”。

在 Windows 设备上，从“设置”上转到“系统” > “通知和操作”。

2. 在应用列表中，选择“Power BI”。

3. 此处，你可以完全关闭通知或选择所需的通知。

在在  iPhone 上上

在在  Android 手机上手机上



后续步骤

在在  Windows 10 设备设备上上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在 iPhone 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Power BI for iOS)
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为移动设备下载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应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创建指向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特定位置的链接
2018/8/9 • • Edit Online

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

mspbi://app/

打开特定仪表板

mspbi://app/OpenDashboard?DashboardObjectId=<36-character-dashboard-id>

打开处于焦点模式的特定磁贴

mspbi://app/OpenTile?DashboardObjectId=<36-character-dashboard-id>&TileObjectId=<36-character-tile-id>

可以创建和使用统一资源标识符 (URI) 链接到所有移动平台（iOS、Android 设备和 Windows 10）上 Power BI 移动
应用中的特定位置（即 深层链接 ）。

URI 链接可以直接指向仪表板、磁贴和报表。

深层链接的目标决定了 URI 的格式。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创建指向不同位置的深层链接。

在任意设备上使用此 URI 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

此 URI 可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特定仪表板：

若要查找包含 36 个字符的仪表板对象 ID，请转到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的特定仪表板。 有关示
例，请参阅以下 URL 中的突出显示部分：

https://powerbi.com/groups/me/dashboards/**61b7e871-cb98-48ed-bddc-6572c921e270**

如果仪表板位于“我的工作区”以外的组中，请在仪表板 ID 前面或后面添加 &GroupObjectId=<36-character-group-id>

。 例如：

mspbi://app/OpenDashboard?DashboardObjectId=e684af3a-9e7f-44ee-b679-b9a1c59b5d60
&GroupObjectId=8cc900cc-7339-467f-8900-fec82d748248

请注意两者之间的 & 号。

此 URI 可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处于焦点模式的特定磁贴：

若要查找包含 36 个字符的仪表板和磁贴对象 ID，请转到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的特定仪表板，
然后打开处于焦点模式的磁贴。 有关示例，请参阅以下 URL 中的突出显示部分：

https://powerbi.com/groups/me/dashboards/**3784f99f-b460-4d5e-b86c-b6d8f7ec54b7**/tiles/**565f9740-5131-4648-
87f2-f79c4cf9c5f5**/infocus

对于此磁贴，URI 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deep-link-specific-location.md
https://powerbi.com
https://powerbi.com


mspbi://app/OpenTile?DashboardObjectId=3784f99f-b460-4d5e-b86c-b6d8f7ec54b7&TileObjectId=565f9740-5131-4648-
87f2-f79c4cf9c5f5

打开特定报表

mspbi://app/OpenReport?ReportObjectId=<36-character-report-id>

打开特定报表页

mspbi://app/OpenReport?ReportObjectId=<36-character-report-id>&reportPage=ReportSection<number>

在全屏模式下打开

mspbi://app/OpenReport?ReportObjectId=<36-character-report-id>**&openFullScreen=true**

添加上下文（可选）

后续步骤

请注意两者之间的 & 号。

如果仪表板位于“我的工作区”以外的组中，请添加 &GroupObjectId=<36-character-group-id> 。

此 URI 可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特定报表：

若要查找包含 36 个字符的报表对象 ID，请转到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的特定报表。 有关示例，
请参阅以下 URL 中的突出显示部分：

https://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df9f0e94-31df-450b-b97f-4461a7e4d300

此 URI 可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特定报表页：

此报表页名为“ReportSection（后跟一个数字）”。 同样，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打开报表，再转
到特定的报表页。

有关示例，请参阅以下 URL 中的突出显示部分：

https://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df9f0e94-31df-450b-b97f-4461a7e4d300/ReportSection11

添加下面用粗体显示的参数，可以在全屏模式下打开特定报表：

例如：

mspbi://app/OpenReport?ReportObjectId=500217de-50f0-4af1-b345-b81027224033&openFullScreen=true

还可以在字符串中添加上下文。 如果你需要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使用上下文来筛选我们向你的应用发送的数据。
在链接中添加 &context=<app-name>

有关示例，请参阅以下 URL 中的突出显示部分：

https://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df9f0e94-31df-450b-b97f-4461a7e4d300/&context=SlackDeepLink

你的反馈将帮助我们决定未来要做什么，如果你想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看到其他功能，别忘了向我们提出你的建
议。

https://powerbi.com
https://powerbi.com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关注 Twitter 上的 @MSPowerBI
加入 Power BI 社区的对话
什么是 Power 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按地理位置筛选报表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手机

NOTENOTE

按地理位置筛选报表

适用于：

在移动设备上查看 Power BI 报表时，是否注意到右上角有一个小图钉图标？ 如果看到了，那么可以根据你的地
理位置筛选该报表。

如果报表中的地理名称采用的是英语例如，“New York City”或“Germany”，那么只可按位置进行筛选。 Windows 10 平板电脑
和 PC 不支持地理位置筛选，但 Windows 10 手机支持。

1. 在移动设备上，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报表。

2. 如果报表具有地理数据，则会看到一条消息，要求允许 Power BI 访问你的位置。 单击“允许”，然后再次点
击“允许”。

3. 点击图钉 。 可以对市/县、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国家/地区进行筛选，具体取决于报表中的数据。 筛选器
只列出与你当前的位置相匹配的选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geographic-filtering.md


我为什么在报表上看不到位置标记？

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这三个条件必须全部为 true 才能看到位置标记。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报表创建者对至少一列的地理位置数据进行分类，例如“城市”、“州/省/自治区/直辖
市”或“国家/地区”。
位于在相应列中有数据的位置之一。

使用的是下面一种移动设备：

iOS（iPad、iPhone、iPod）。
Android 手机或平板电脑。
Windows 10 手机（其他 Windows 10 设备（如 PC 和平板电脑）不支持地理位置筛选）。

阅读有关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设置地理筛选的详细信息。

使用移动应用从真实世界连接到 Power BI 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Power BI QR 码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NOTENOTE

使用 Power BI 扫描程序在 iPhone 上扫描 Power BI QR 码

适用于：

Power BI 中的 QR 代码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项目直接连接到相关的 BI 信息无需进行导航或搜索。

假设某位同事在 Power BI 服务中为仪表板中的报表或磁贴创建了 QR 码，然后与你共享此仪表板或报表，并且
将 QR 码置于关键位置比如说在某个电子邮件中或某个特定项目中。

你可以使用 Power BI 应用中的扫描程序或手机上安装的其他任何扫描程序，通过扫描 QR 码立即访问相关的磁
贴或报表。

如果同事尚未与你共享仪表板或报表，可以直接在移动应用中请求获取访问权限。

还可以使用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扫描报表 QR 码。

1.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左上方的全局导航菜单 。

2. 向下滚动到“扫描程序”并选择它。

3. 如果未启用照相机，你需要许可 Power BI 应用使用照相机。 这是一次性允许。

4. 将扫描程序指向 Power BI QR 代码。

5. 磁贴或报表似乎悬停在增强现实的背景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qr-code.md


在在  iPhone  iPhone 上使用外部上使用外部扫扫描程序描程序扫扫描描  QR  QR 码码

使用 Power BI 扫描程序在 Android 设备上扫描 Power BI QR 码

6. 点击报表或磁贴以便在焦点模式下打开，或返回到扫描程序。

1. 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任何扫描器，将扫描器指向相关的 Power BI QR 代码，可立即访问该磁贴或报表。
2. 如果你没有安装 Power BI 应用，将会被重定向到 iPhone 上的 Apple App Store 以下载应用。

1.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左上方的全局导航按钮 。

2. 向下滚动到“QR 扫描程序”，并选择此选项。

3. 如果未启用照相机，你需要许可 Power BI 应用使用照相机。 此许可为一次性的。

4. 将扫描程序指向 Power BI QR 代码。

5. 此时，磁贴或报表在 Power BI 中自动打开。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在在  Android  Android 设备设备上使用外部上使用外部扫扫描程序描程序扫扫描描  QR  QR 码码

后续步骤

1. 在 Android 设备上安装的任何扫描程序中，用扫描程序扫描相关的 Power BI QR 码，立即访问磁贴或报表。
2. 如果你没有安装 Power BI 应用，你被将重定向到 Google Play 以进行下载。

使用移动应用从真实世界连接到 Power BI 数据
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磁贴创建 QR 代码
为 Power BI 服务中的报表创建 QR 代码
还可以使用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扫描 QR 码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仪表板和报表
2018/7/17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创建仪表板

在 iPhone 上查看仪表板

适用于：

仪表板是公司的生命周期和流程的门户。 仪表板是用于监视业务的当前状态的一个概览性的单一区域。

你未在移你未在移动应动应用中用中创创建建仪仪表板。表板。

要在移动设备上查看仪表板和报表，则需要在 Web 浏览器中创建或连接它们。

1. 转到 Power BI 服务 (https://www.powerbi.com) 和注册帐户。
2. 创建你自己的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或连接到各种不同服务的现有 Power BI 应用，如 Microsoft

Dynamics CRM 和 Adobe Analytics。

此处是一个 Power BI 服务中的 Power BI 仪表板：

1. 打开 iPhone 上的 Power BI 应用并登录。

是否需要从 Apple App Store 下载 iPhone 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view-dashboard.md
https://powerbi.com
https://www.powerbi.co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TIPTIP

2. 点击仪表板将其打开。

黄色星标  表示仪表板已加入收藏夹。

每个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MBI”） 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
读更多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默认情况下，在 iPhone 上 Power BI 仪表板看起来稍有不同。 所有磁贴大小相同，从顶部到底部一个接一
个排列。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则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手机专用仪表板纵向模式视图。

还可以旋转手机，在横向模式下查看仪表板。



 

在在  iPhone  iPhone 上的横向模式下上的横向模式下查查看看仪仪表板表板

在 iPad 上查看仪表板

3. 向上和向下轻扫可查看仪表板中的所有磁贴。 你可以：

点击一个磁贴以在焦点模式中打开它，并与之进行交互。

点击星标  以把它加入收藏夹。

点击“邀请”  以邀请同事查看你的仪表板。
使用 Apple Watch 对仪表板进行同步。

4. 若要返回到仪表板列表，点击仪表板标题旁边的箭头，然后点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只需旋转手机，即可在横向模式中查看仪表板。 仪表板布局从一系列磁贴变为整个仪表板的视图&#151；可以看
到和 Power BI 服务中一样的仪表板的所有磁贴。

你可以在仪表板的不同区域使用“收缩”手势进行放大和缩小，你还可以使用平移来进行导航。 你仍然可以点击磁
贴以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该磁贴，并与你的数据进行交互。

1. 打开 Power BI 应用。

是否需要首先从 Apple App Store 下载此 iPad 应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在 Android 手机上查看仪表板。

2. 在该应用的顶部点击“仪表板”。

黄色星标  表示仪表板已加入收藏夹。

每个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MBI”） 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
读更多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3. 你可以从工作区中共享仪表板。 依次点击仪表板磁贴右下角的省略号 (...) 和“邀邀请请其他人其他人”。

4. 也可以点击仪表板将其打开并查看该仪表板中的磁贴。 在仪表板中，你可以与它进行交互：

点击磁贴以与磁贴交互。

打开磁贴后面的报表。

邀请其他人查看仪表板。

对磁贴进行批注并共享其快照。

5. 若要返回我的工作区，请点击左上角中的仪表板名称，然后点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1. 打开 Android 手机上的 Power BI 应用并登录。

需要先下载 Android 应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2. 点击仪表板将其打开。

黄色星标  表示仪表板已加入收藏夹。

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MBI”） 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读更多
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在 Android 手机上 Power BI 仪表板看起来稍有不同。 所有磁贴宽度相同，从顶部到底部一个接一个排
列。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则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手机专用仪表板纵向模式视图。

3. 在仪表板上，你可以点击名称旁边的垂直省略号 (...) 来邀请同事，刷新或获取有关仪表板的信息：



 在 Android 平板电脑上查看仪表板

4. 向上和向下轻扫可查看仪表板中的所有磁贴。

5. 若要返回到仪表板主页，请点击仪表板名称，打开痕迹线索，然后点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1. 在 Android 平板电脑上，打开并登录 Power BI 应用。

需要先下载 Android 应用？

2. 点击仪表板将其打开。

黄色星标  表示仪表板已加入收藏夹。

每个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MBI”） 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
读更多有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3. 在仪表板上，你可以点击名称旁边的垂直省略号 (...) 来邀请同事，刷新或获取有关仪表板的信息：

4. 向上和向下轻扫可查看仪表板中的所有磁贴。

你可以在仪表板的不同区域使用“收缩”手势进行放大和缩小，你还可以使用平移来进行导航。 你仍然可
以点击磁贴以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该磁贴，并与你的数据进行交互。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在 Windows 10 设备上查看仪表板

5. 若要返回到仪表板主页上，点击仪表板名称以打开导航路径记录，然后点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你可以在仪表板的不同区域使用“收缩”手势进行放大和缩小，你还可以使用平移来进行导航。 你仍然可
以点击磁贴以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该磁贴，并与你的数据进行交互。

1. 打开 Windows 10 设备上的 Power BI 应用并登录。

是否需要先下载应用？

2. 点击仪表板将其打开。

黑色的星标表示仪表板已加入收藏夹。

每个仪表板名称下面的批注（在此示例中，为 MBI）指明了每个仪表板中的数据分类方式。 阅读更多有
关 Power BI 中的数据分类。

在 Windows 10 手机上 Power BI 仪表板看起来稍有不同。 所有磁贴宽度相同，从顶部到底部一个接一个
排列。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在在  Windows 10  Windows 10 手机上的横向模式下手机上的横向模式下查查看看仪仪表板表板

TIPTIP

还可以旋转手机，在横向模式下查看仪表板。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则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手机专用仪表板纵向模式视图。

3. 在仪表板中，你可以：

点击一个磁贴打开它并与它交互。

点击“全屏”图标  来展示没有边框或菜单的 Power BI 仪表板，这类似于PowerPoint 中的“幻灯片放
映”视图。

点击“邀请”图标 ，与同事共享仪表板。

点击星标 ，将仪表板加入收藏夹。

点击“固定到开始屏幕”图标，以将仪表板固定到 Windows 开始屏幕。
4. 若要返回到仪表板主页上，点击仪表板名称以打开导航路径记录，然后点击“我的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你还可以在横向模式下查看仪表板，只需旋转你的手机。 仪表板布局从一系列磁贴变为整个仪表板的视图  你可
以看到仪表板的所有磁贴，和 Power BI 服务中展示的一样。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后续步骤

你可以在仪表板的不同区域使用“收缩”手势进行放大和缩小，你还可以使用平移来进行导航。 你仍然可以点击磁
贴以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该磁贴，并与你的数据进行交互。

如果你是仪表板所有者，则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手机专用仪表板纵向模式视图。

阅读有关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的更多信息。

从 Google play 下载 Android 应用
适用于 Power BI 的 Android 应用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查看针对你的手机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报表
2018/8/2 • • Edit Online

iPhone Android 手机

适用于：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时，你还可以为手机上的 Power BI 应用创建适用于查看的优化版
本。

然后，如果在手机上打开 Power BI 报表，Power BI 会检测报表是否更适合在手机上查看，并自动以纵向视图打
开优化后的报表。

如果不存在优化的手机报表，则报表仍将打开，但以非优化的横向视图显示。 即使是更适合在手机上查看的报
表，如果翻转手机，报表也会按照原始报表布局，在未优化的视图中打开。 如果只优化了某些页，则你将在纵向
视图中看到消息，指示该报表提供横向视图。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view-phone-report.md


  筛选手机上的报表页

Power BI 报表的所有其他功能对更适合在手机上查看的报表仍有效。 阅读可在以下机型中执行的操作的详细信
息：

iPhone 上的报表。
Android 手机上的报表。

如果针对手机优化的报表已定义筛选器，则在手机上查看报表时可以使用这些筛选器。 在手机上打开的报表已
筛选出网页版报表中筛选的值，并通过消息提示报表页上有活动筛选器。 可以在手机上更改筛选器。

1. 点击筛选器图标  手机筛选器图标。

2. 使用基本筛选或高级筛选查看你感兴趣的结果。



交叉突出显示视觉对象

选择视觉对象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视觉对象

在手机报表、Power BI 服务和手机上的横向视图报表中，交叉突出显示视觉对象的工作方式一样：在一个视觉对
象中选择数据时，它会在该页面上的其他视觉对象中突出显示相关数据。

阅读有关 Power BI 中的筛选和突出显示的详细信息。

在手机报表中选择视觉对象时，手机报表突出显示并专注于该视觉对象，以抵消画布笔势。

利用所选的视觉对象，可执行诸如在该视觉对象中滚动的操作。 要取消选择视觉对象，触摸视觉对象区域之外的
任意位置即可。

手机报表也提供焦点模式，因此，可以放大一个视觉对象的视图，并浏览此视觉对象和报表。

在手机报表中，点击视觉对象右上角的省略号 (...) >“扩扩展至焦点模式展至焦点模式”。



  在视觉对象中向下钻取

在焦点模式下所执行的操作将传递到报表画布，反之亦然，从而为用户提供无缝的浏览体验。 例如，如果突出显
示视觉对象中的一个值，然后返回到整个报表，则该报表将作为一个整体筛选出你在视觉对象中突出显示的值。

由于屏幕大小的限制，一些操作仅在焦点模式下可用：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视觉对象中显示的信息。 阅读以下有关手机报表中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的详细信息。

对视觉对象中的值进行排序排序。

还还原原：清除针对视觉对象所采取的浏览步骤，并还原为报表创建时的定义集。

若要清除视觉对象中的所有浏览，请点击省略号 (...) >“还还原原”。

可在报表级别或在视觉对象级别进行还原，前者将从所有视觉对象清除所有操作，后者将从所选的特定视

觉对象清除所有操作。

如果在视觉对象中定义了层次结构级别，则可以向下钻取视觉对象中显示的详细信息，然后备份。 在 Power BI
服务或 Power BI Desktop 中，向视觉对象添加向下钻取功能。 只有在手机上查看更适合在手机上显示的 Power
BI 报表时，才能使用向下钻取功能。

1. 在手机报表中，点击右上角的省略号 (...) >“扩扩展至焦点模式展至焦点模式”。

在本示例中，柱线显示状态的值。

2. 点击左下角的“浏览”图标  。



3. 点击“显显示下一个示下一个级别级别”或“扩扩展至下一展至下一级别级别”。

现在，柱线显示城市的值。

4. 如果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则返回到值仍扩展至较低级别的手机报表。



后续步骤

5. 若要向上返回到原始级别，请再次点击省略号 (...) >“还还原原”。

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
在 Power BI 中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创建优化为适应任意大小的响应式视觉对象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浏览报表
2018/6/28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Windows 10 设备

在移动应用中打开 Power BI 报表

查看针对手机优化后的报表

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是交互式数据视图，使用视觉对象来表示不同的数据发现和见解。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
报表是三步流程中的第三步。

1.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 甚至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优化报表，使之更适合在手机中显示。
2. 将这些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或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3. 然后，与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报表进行交互。

Power BI 报表存储在移动应用中的不同位置，具体取决于从何处获取。 可以位于“应用”、“与我共享”、“工作
区”（包括“我的工作区”）或报表服务器中。 有时，可以通过相关仪表板转到报表；有时，其中也会列出报表。

在仪表板中，依次点击磁贴右上角的省略号 (...) 和“打开报表”。

并非所有磁贴都包含报表打开选项。 例如，通过在问答框中提问而创建的磁贴就无法在获得点击后打
开报表。

在手机上，报表将在横向模式下打开，除非经过优化，更适合在手机上查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reports-in-the-mobile-apps.md
https://powerbi.com


使用切片器筛选报表

Power BI 报表作者可以创建专门针对手机进行优化的报表布局。 更适合在手机上展示的报表页新增了功能：
例如，可以对视觉对象执行向下钻取和排序操作，并能访问报表作者在报表页中添加的筛选器。 在手机上打开
的报表已筛选出网页版报表中筛选的值，并通过消息提示报表页上有活动筛选器。 可以在手机上更改筛选器。

在报表列表中，优化后的报表具有特殊图标 ：

在手机上查看此类报表时，将在纵向视图中打开。

报表可能混合了针对或未针对手机进行优化的报表页。 如果是这样，浏览报表时，每个报表页的视图都会从纵
向模式切换为横向模式。

阅读有关针对手机视图进行优化的报表的详细信息。

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中设计报表时，请考虑将切片器添加到报表页。 你和同事可以使用切片
器在浏览器和移动应用中筛选页面。 在手机上查看报表时，可以在横向模式下和在针对手机的纵向模式进行
了优化的页面中查看切片器并与之交互。 如果选择切片器中的值或在浏览器中进行筛选，那么在移动应用中
查看报表页时，将会发现已选择相应值。 还会通过消息提示报表页上有活动筛选器。



交叉筛选并突出显示报表

在 iPad 或平板电脑上对视觉对象进行排序

在报表页上的切片器中选择值后，便会筛选报表页上的其他视觉对象。

在此插图中，切片器将在列图表中筛选出 7 月的值。

在视觉对象中选择值后，便不会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而是会突出显示其他视觉对象中的相关值。

点击视觉对象中的值。

点击一个视觉对象中的大型列将突出显示其他视觉对象中的相关值。

点击图表，点击省略号 (...)，然后点击字段名。



在视觉对象中向下钻取和向上钻取

若要反向排序，请依次重新点击省略号 (...) 和相同的字段名称。

如果报表作者已将向下钻取功能添加到视觉对象，则可以向下钻取视觉对象，查看其中所包含的值。 在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中向视觉对象添加向下钻取功能。

点击视觉对象中的数据点可显示其工具提示。 如果它具有向下钻取功能，则工具提示底部具有可点击
的箭头。

要向上钻取，请点击工具提示中的向上箭头。

还可在视觉对象中向下钻取所有数据点。 在焦点模式下打开数据点，点击“浏览”图标，然后选择显示所
有下一级别，或将其展开以显示当前级别和下一级别。



从某一页钻取到另一页

后续步骤

通过钻取，Power BI 会在你点击视觉对象的特定部分时，转到报表中的另一页，筛选出点击的值。 报表作者可
定义一个或多个钻取操作，每个操作分别转到不同页面。 在这种情况下，可选择所需的钻取操作。 在以下示例
中，点击仪表中的值时，可选择钻取“各业务领域的开销”或“各业务领域的计划”。

钻取时，使用返回按钮即可返回到之前的报表页。

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添加钻取。

查看手机优化版 Power BI 报表并与之交互
创建手机优化版报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OAuth 连接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SSRS
2018/8/8 • • Edit Online

要求

域名服务 (DNS) 配置

https://reports.contoso.com

了解如何将环境配置为支持 OAuth 对 Power BI 移动应用进行身份验证以连接到 Power BI Report Server 和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2016 或更高版本。

可使用 OAuth 连接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以显示移动报表或 KPI。 Windows Server
2016 向 Web 应用程序代理 (WAP) 角色提供了一些改进，以允许此种类型的身份验证。 请注意，此时不正式支持
查看在使用 WAP 进行身份验证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托管的 Power BI 报表。

Windows Server 2016 是 Web 应用程序代理 (WAP) 和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FS) 服务器的必
备组件。 无需具备 Windows 2016 功能级别的域。

需要确定 Power BI 移动应用要连接到哪个公用 URL。 例如，可能如下所示。

需要将报报表表的 DNS 记录指向 Web 应用程序代理 (WAP) 服务器的公用 IP 地址。 还需要为 ADFS 服务器配置公
用 DNS 记录。 例如，可能为 ADFS 服务器配置了以下 UR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oauth-ssrs.md


https://fs.contoso.com

证书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

服服务务主体名称主体名称  (SPN) (SPN)

启用启用协协商身份商身份验证验证

<AuthenticationTypes>  
    <RSWindowsNegotiate />  
    <RSWindowsKerberos />  
    <RSWindowsNTLM />  
</AuthenticationTypes>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ADFS) 配置

创创建建应应用程序用程序组组

需要将 fs 的 DNS 记录指向 Web 应用程序代理 (WAP) 服务器的公用 IP 地址，因为会将其作为 WAP 应用程序的
一部分发布。

需要为 WAP 应用程序和 ADFS 服务器配置证书。 这些证书都必须是移动设备可以识别的有效证书颁发机构的一
部分。

Reporting Services 端无其他需要配置的内容。 我们只需确保具备有效的服务主体名称 (SPN) 来使 Kerberos 身份
验证正常进行，并且已启用 Reporting Services 服务器以进行协商身份验证。

SPN 是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的服务的唯一标识符。 需要确保报表服务器存在正确的 HTTP SPN。

有关如何为报表服务器配置正确的服务主体名称 (SPN) 的信息，请参阅为报表服务器注册服务主体名称 (SPN)。

若要使报表服务器可以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需要将报表服务器的身份验证类型配置为
RSWindowsNegotiate。 此操作在 rsreportserver.config 文件中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修改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文件和在报表服务器上配置 Windows 身份验证。

需要在环境中的 Windows 2016 服务器上配置 ADFS。 可通过服务器管理器并在“管理”下选择“添加角色和功
能”完成此过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在“AD FS 管理”屏幕上，需要为 Reporting Services 创建一个应用程序组，其中将包含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信息。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创建应用程序组。

1. 在“AD FS 管理”应用上，右键单击“应应用程序用程序组组”，并选择“添加添加应应用程序用程序组组…”

2. 在“添加应用程序组”向导中，为应用程序组提供“名称名称”，并选择“访问访问  Web API 的本机的本机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cc28138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bb630448.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cc281253.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active-directory-federation-services


NOTENOTE

3.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为正在添加的应用程序提供“名称名称”。

5. “客客户户端端  ID”将会自动生成，对于 iOS 和 Android 会输入 484d54fc-b481-4eee-9505-0258a1913020。

6. 需要添加以下“重定向重定向  URL”：

适用于适用于  Power BI Mobile – iOS 的条目：的条目：

msauth://code/mspbi-adal://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
msauth://code/mspbi-adalms://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ms
mspbi-adal://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
mspbi-adalms://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ms

Android 应应用只需要以下内容：用只需要以下内容：

urn:ietf:wg:oauth:2.0:oob

7.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8. 提供报表服务器的 URL。 这是将命中 Web 应用程序代理的外部 URL。 格式应如下所示。

此 URL 区分大小写！

https:///reports



9.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10. 选择符合组织需求的“访问访问控制策略控制策略”。

11.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12.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13.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14. 选择“关关闭闭”。

完成后，应看到应用程序组的属性如下所示。



Web 应用程序代理 (WAP) 配置

约约束委派配置束委派配置

需要在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启用 Web 应用程序代理（角色）Windows 角色。 必须在 Windows 2016 服务器上执行此
过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indows Server 2016 中的 Web 应用程序代理及发布使用 AD FS 预身份验证的应
用程序。

为了从 OAuth 身份验证转换到 Windows 身份验证，需要结合使用约束委派和协议转换。 这是 Kerberos 配置的一
部分。 我们已在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中定义了 Reporting Services SPN。

我们需要在 Active Directory 内的 WAP 服务器计算机帐户上配置约束委派。 如果不具备访问 Active Directory 的
权限，则需要与域管理员合作。

若要配置约束委派，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已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工具的计算机上，启动“Active Directory 用用户户和和计计算机算机”。

2. 找到 WAP 服务器的计算机帐户。 默认情况下，它会位于计算机容器中。

3. 右键单击 WAP 服务器并转到“属性属性”。

4. 选择“委派委派”选项卡。

5. 选择“仅仅信任此信任此计计算机来委派指定的服算机来委派指定的服务务”然后选择“使用任意身份使用任意身份验证协议验证协议”。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web-application-proxy/web-application-proxy-windows-server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web-application-proxy/publishing-applications-using-ad-fs-preauthentication#a-namebkmk14apublish-an-application-that-uses-oauth2-such-as-a-windows-store-app


NOTENOTE

此操作设置了此 WAP 服务器计算机帐户的约束委派。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允许该计算机委派到的服务。

6. 在服务框下选择“添加添加…” 。

7. 选择“用用户户或或计计算机算机…”

8. 输入用于 Reporting Services 的服务帐户。 这是在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中将 SPN 添加到其中的帐户。

9. 选择 Reporting Services 的 SPN，然后选择“确定确定”。

你可能只能看到 NetBIOS SPN。 如果同时存在 NetBIOS 和 FQDN SPN，实际上会同时选中这两个。

10. 选中“已展开已展开”复选框后结果应如下所示。



添加添加  WAP  WAP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Add-WebApplicationProxyApplication -Name "Contoso Reports" -ExternalPreauthentication ADFS -ExternalUrl 
https://reports.contoso.com/reports/ -ExternalCertificateThumbprint 
"0ff79c75a725e6f67e3e2db55bdb103efc9acb12" -BackendServerUrl http://ContosoSSRS/reports/ -
ADFSRelyingPartyName "Reporting Services - Web API" -BackendServerAuthenticationSPN 
"http/ContosoSSRS.contoso.com" -UseOAuthAuthentication

参数参数 注注释释

ADFSRelyingPartyName 这是在 ADFS 内创建的作为应用程序组的一部分的 Web API
名称。

ExternalCertificateThumbprint 这是用于外部用户的证书。 此证书在移动设备上有效且来自受
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这一点很重要。

BackendServerUrl 这是从 WAP 服务器指向报表服务器的 URL。 如果 WAP 服务
器位于 DMZ 中，则需要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请确保可以从
WAP 服务器上的 Web 浏览器命中此 URL。

BackendServerAuthenticationSPN 这是创建的作为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一部分的 SPN。

为为  WAP  WAP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设设置集成身份置集成身份验证验证

Get-WebApplicationProxyApplication “Contoso Reports” | fl

11. 选择确定确定。

可以在“报表访问管理控制台”中发布应用程序，但我们需要通过 PowerShell 构建应用程序。 以下是添加应用程序
的命令。

添加 WAP 应用程序后，需要将 BackendServerAuthenticationMode 设置为使用
IntegratedWindowsAuthentication。 若要进行设置，需要 WAP 应用程序的 ID。



Set-WebApplicationProxyApplication -id 30198C7F-DDE4-0D82-E654-D369A47B1EE5 -BackendServerAuthenticationMode 
IntegratedWindowsAuthentication

连接 Power BI 移动应用

运行以下命令，使用 WAP 应用程序的 ID 设置 BackendServerAuthenticationMode。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需要连接到 Reporting Services 实例。 若要执行此操作，需要提供 WAP 应用程序的“外外
部部  URL”。



选择“连连接接”后，将定向到 ADFS 登录页。 输入域的有效凭据。



选择“登登录录”后，将看到 Reporting Services 服务器中的元素。



多重身份验证

故障排除

收到收到错误错误消息消息““无法登无法登录录  SSRS  SSRS 服服务务器。器。   请验证请验证服服务务器配置。器配置。

可以启用多重身份验证为环境启用其他安全功能。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AD FS 2016 和 Azure MFA。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ad-fs/operations/configure-ad-fs-2016-and-azure-mfa


后续步骤

可以设置 Fiddler 作为移动设备的代理，来查看请求的进度。 若要为手机设备启用 Fiddler 代理，需要在运行
Fiddler 的计算机上安装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CertMaker。 这是 Telerik 提供的用于 Fiddler 的加载项。

如果使用 Fiddler 登录成功，则 WAP 应用程序或 ADFS 服务器的证书可能存在问题。 可以使用 Microsoft
Message Analyzer 等工具验证这些证书是否有效。

为报表服务器注册服务主体名称 (SPN)
修改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文件
在报表服务器上配置 Windows 身份验证
Active Directory 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Windows Server 2016 中的 Web 应用程序代理
发布使用 AD FS 预身份验证的应用程序
配置 AD FS 2016 和 Azure MFA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add-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4226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cc28138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bb630448.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cc281253.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active-directory-federation-services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web-application-proxy/web-application-proxy-windows-server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web-application-proxy/publishing-applications-using-ad-fs-preauthentication#a-namebkmk14apublish-an-application-that-uses-oauth2-such-as-a-windows-store-app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docs/identity/ad-fs/operations/configure-ad-fs-2016-and-azure-mfa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移动应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常规移动设备管理配置

NOTENOTE

步骤 1：获取应用程序的 url

iOSiOS

Microsoft Intune 使组织可以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与 Intune 集
成，以使你可以管理设备上的应用程序以及控制安全性。 通过配置策略，可以控制各个项目，如要求提供访问 PIN、
控制应用程序如何处理数据，甚至是在无法使用应用时加密应用程序数据。

本文并不旨在作为用于 Microsoft Intune 的完整配置指南。 如果你现在要与 Intune 集成，则需要确保已设置了一些
内容。 了解详细信息

Microsoft Intune 可以在 Office 365 中与移动设备管理 (MDM) 共存。 了解详细信息

本文假定 Intune 配置正确，并且你向 Intune 注册了设备。 如果你与 MDM 共存，则设备会显示已在 MDM 注册，但
是可以在 Intune 中进行管理。

在组织已配置 Microsoft Intune MAM 后，如果在 iOS 或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则会关闭后台数据刷新。 在
你下次进入应用时，Power BI 会刷新 Power BI 服务 Web 数据。

我们在 Intune 中创建应用程序之前，需要获取应用的 url。 对于 iOS，我们会从 iTunes 收到此 url。 对于 Android，
可以从 Power BI 移动页面获取它。

保存 url，因为在创建应用程序时会需要它。

若要获取适用于 iOS 的应用 url，我们需要从 iTunes 获取它。

1. 打开 iTunes。

2. 搜索 Power BI。

3. 你应看到在 iPhone 应应用用和 iPad 应应用用下列出了 Microsoft Power BI。 可以使用任一项，因此会获取相同的
url。

4. 选择获获取取下拉列表，然后选择复制复制链链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mobile-intune.m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676587.aspx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configmgrdogs/2016/01/04/microsoft-intune-co-existence-with-mdm-for-office-365/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microsoft-power-bi/id929738808?mt=8

Android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icrosoft.powerbim

步骤 2：创建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

它应类似于下面这样。

可以从 Power BI 移动页面获取指向 Google Play 的 url。 单击从从  Google Play 下下载载图标会使你转到应用页面。 可
以从浏览器地址栏复制 URL。 它应类似于下面这样。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使你可以强制实施访问 PIN 这类项目。 可以在 Intune 门户中创建策略。

可以先创建应用程序或策略。 添加它们的顺序并不重要。 它们只需在部署步骤中同时存在。

1. 选择策略策略  >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

2. 选择添加添加…。

3. 在软软件件下，可以为 Android 或 iOS 选择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若要快速开始，可以选择创创建建带带有推荐有推荐设设置的置的

策略策略，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

4. 编辑策略以对应用程序配置所需限制。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步骤 3：创建应用程序

iOSiOS

NOTENOTE

AndroidAndroid

应用程序是保存到 Intune 中以进行部署的引用或包。 我们需要创建应用程序并引用我们从 Google Play 或 iTunes
获取的应用 url。

可以先创建应用程序或策略。 添加它们的顺序并不重要。 它们只需在部署步骤中同时存在。

1. 转到 Intune 门户，然后从左侧菜单中选择应应用用。
2. 选择添加添加应应用用。 这会启动添加添加软软件件应用程序。

1.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来自来自应应用程序商店的托管用程序商店的托管  iOS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2. 输入我们从步骤 1 获取的应用 url，然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提供发发布者布者、名称名称和说说明明。 你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图标图标。 类别类别用于公司门户应用。 完成之后，可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可以决定是要将应用作为任何任何（默认值）、iPad 还是 iPhone进行发布。 默认情况下，它会显示任何任何，并且会
同时适用于这两种设备类型。 Power BI 应用对于 iPhone 和 iPad 是相同 url。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5. 选择上上载载。

在刷新页面之前，你可能不会看到它在应用列表中出现。 你可以单击概述概述并返回到应应用用以重新加载页面。



NOTENOTE

步骤 4：部署应用程序

iOSiOS

1.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外部外部链链接接。

2. 输入我们从步骤 1 获取的应用 url，然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提供发发布者布者、名称名称和说说明明。 你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图标图标。 类别类别用于公司门户应用。 完成之后，可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选择上上载载。

在刷新页面之前，你可能不会看到它在应用列表中出现。 你可以单击概述概述并返回到应应用用以重新加载页面。

添加应用程序之后，你需要部署它，以便它可供最终用户使用。 这是将创建的策略与应用绑定的步骤。

1. 在应用屏幕上，选择创建的应用。 然后选择管理部署管理部署 ... 链接。

2. 在选择组选择组屏幕上，可以选择你要将此应用部署到的组。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AndroidAndroid

3. 在部署操作部署操作屏幕上，可以选择要如何部署此应用。 选择可用安装可用安装或所需的安装所需的安装会使应用在公司门户中可供

用户按需安装。 进行选择之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管理用程序管理屏幕上，可以选择我们在步骤 2 中创建的移动应用管理策略。 它会默认为你创建的策
略（如果这是唯一可用的 iOS 策略）。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VPN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屏幕上，可以选择策略（如果你具有用于组织的策略）。 它会默认为无无。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6.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配置用程序配置屏幕上，可以选择应应用程序配置策略用程序配置策略（如果你创建了一个）。 它会默认为无无。 这不是必
需的。 选择完成完成。

部署应用之后，应在应用页面上对已部署显示是是。

1. 在应用屏幕上，选择创建的应用。 然后选择管理部署管理部署 ... 链接。

2. 在选择组选择组屏幕上，可以选择你要将此应用部署到的组。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在部署操作部署操作屏幕上，可以选择要如何部署此应用。 选择可用安装可用安装或所需的安装所需的安装会使应用在公司门户中可供

用户按需安装。 进行选择之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 5：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

4.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管理用程序管理屏幕上，可以选择我们在步骤 2 中创建的移动应用管理策略。 它会默认为你创建的策
略（如果这是唯一可用的 Android 策略）。 选择完成完成。

部署应用之后，应在应用页面上对已部署显示是是。

你会通过公司门户应用安装应用程序。 如果你尚未安装公司门户，则可以通过 iOS 平台上的 App Store 或 Android
平台上的应用商店获取它。 你会使用组织登录名登录公司门户。

1. 打开公司门户应用。

2. 如果看不到 Power BI 应用列为特色应用，请选择公司公司应应用用。

3. 选择部署的 Power BI 应用。

4. 选择安装安装。



5. 如果你在使用 iOS，则它会将应用推送给你。 在推送对话框中选择安装安装。

安装之后，你会看到它由你的公司管理由你的公司管理。 如果在策略中启用了使用 PIN 进行的访问，则你会看到以下内容。



后续步骤

在 Microsoft Intune 控制台中配置和部署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878026.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Android 设备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2018/7/3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获获取取应应用用

Android 版 Microsoft Power BI 移动应用提供了 Power BI、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 的移动
BI 体验。 通过触控移动设备实现的实时访问，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本地和云中的公司仪表板，并与之进行交互。
然后，可以浏览仪表板中的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的方式将数据与同事共享。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然后发布报表：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并创建仪表板。
在本地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

然后，即可在 Android 版 Power BI 应用中与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无论它们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

查找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功能。

从 Google Play 下载 Android 版 Power BI 应用。

Power BI 可以在多个运行 Android 5.0 操作系统或更高版本的不同 Android 设备上运行。 若要检查设备，请转
到“设置” > “关于设备” > “Android 版本”。

打开打开应应用用时时启启动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ndroid-app-get-starte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在 Web 上注册 Power BI 服务

在设备上开始使用 Power BI 应用

体验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Power BI Power BI 示例示例

即使没有注册或登录，打开该应用后，也可以浏览登录页面，获取有关对 Android 设备上的 Power BI 应用执行
的操作的概述。 点击“跳过”以查看和浏览示例，并获取该应用的亲自实践体验。 无论何时需要，你都可以从仪表
板主页返回到示例。

查看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功能。

如果尚未登录，请转到 Power BI 服务 (http://powerbi.com/) 登录你自己的帐户，以创建和存储仪表板和报表，并
将数据合并在一起。 然后，从 Android 设备登录 Power BI，可从任何位置查看你自己的仪表板。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点击注册创建 Power BI 帐户。
2. 开始创建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

1. 在 Android 设备上，从开始屏幕打开 Android 版 Power BI 应用。

2. 若要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请点击“Power BI”。

如果你收到 Power BI 无法登录的消息，请参阅“无法进行身份验证，因为你的企业 SSL 证书不受信任”，
了解有关如何解决该问题的详细信息。

若要查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和 KPI，请点击“报表服务器”。

即使没有注册，也可以使用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下载应用后，你可以查看或启用这些示例。
无论何时需要，你都可以从仪表板“开始”页返回到示例。

可以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示例并与之交互，但有一些事项不能对其执行操作。 无法打开仪表板背后的报表、与
他人共享示例，或将其加入收藏夹。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2. 点击“设置” > “发现示例”，然后选择一个角色，并浏览该角色的示例仪表板。

http://powerbi.co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3879


Reporting Services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示例表示例

搜索仪表板或报表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2. 点击“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然后打开零售报表或销售报表文件夹以浏览 KPI 和移动报表。

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 ，然后键入要查找的术语。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找内容

查看你收藏的仪表板、KPI 和报表

默认情况下它将搜索所有仪表板和报表，但你可以仅搜索一个或另一个。

仪表板和报表将存储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不同位置，具体取决要于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 了解如何在移动应
用中查找内容。 此外，可以始终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搜索你所拥有的内容。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页上显示了你收藏的所有 Power BI 仪表板，以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报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收藏某个仪表板后，可以从所有设备（包括浏览器中的 Power BI
服务）中访问该仪表板。

点击收藏收藏夹夹。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企业支持

NOTENOTE

后续步骤

Power BI Power BI 仪仪表板和表板和报报表表

Power BI 收藏夹以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的收藏夹全都显示在此页
上。

阅读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 的更多信息。

组织可以使用 Microsoft Intune 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包括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使用 Microsoft Intune，组织可以控制各项事务，如要求提供访问 PIN、控制应用程序处理数据的方式，甚至是在
未使用应用时加密应用程序数据。

如果你在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并且组织已配置 Microsoft Intune MAM，则会关闭后台数据刷新。 在你
下次进入应用时，Power BI 会刷新 Power BI 服务 Web 数据。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适用于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下面是可使用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和报表在 Android 设备版 Power BI 应用中执行的一些其他操作，以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或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的报表和 KPI。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Reporting Services Web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门户中的中的报报表和表和  KPI KPI

另另请请参参阅阅

查看你的应用。

查看你的仪表板。

浏览仪表板上的磁贴。

打开 Power BI 报表。
查看你的应用。

对磁贴进行批注并共享磁贴。

共享仪表板。

使用 Android 手机扫描 Power BI QR 代码以打开相关仪表板磁贴或报表。
查看有关 Power BI 帐户更新的通知，如同事与你共享的仪表板。

在 Android 设备版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 Web 门户中的报表和 KPI。
在 Web 门户中创建 KPI。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然后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

从 Android 应用商店下载 Android 应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orking-with-kpis-in-reporting-services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修复“企业 SSL 证书不受信任”- Power BI
2018/6/27 • • Edit Online

在 Android 7 或更高版本上

在 Android 6 及更早版本上

时区设置

自定义身份验证服务器

后续步骤

在登录适用于 Microsoft Power BI 的 Android 移动应用时，你可能会看到以下消息：“无法进行身份验证，因为你的
企业 SSL 证书不受此设备信任。 请联系你的公司 IT 管理员。”

你需要做什么通常取决于你的 Android 设备上的操作系统，但有一些其他问题，可能会导致此错误。

查找名为 Chrome 的应用的更新，并安装该更新。

你的设备可能需要 System Webview 的更新的版本。 它可能已经安装在你的设备上，你可能只需单击“更新更新”。

如果 System Webview 未安装在你的设备上：

1. 在 Android 设备上，关闭 Power BI。
2. 打开 Google Play Store 并搜索由 Google Inc 推出的 System Webview
3. 安装此应用。
4. 重启 Power BI 应用，然后登录。

你的设备上的时区设置可能有误。

转到“设设置置” > “系系统统” > “日期和日期和时间时间”以检查时区设置。

如果你使用的自定义身份验证服务器，则公司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 SSL 证书可能无效。 请联系你所在组织的 IT 管
理人员寻求帮助。

从 Android 应用商店下载 Android 应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ndroid-app-error-corporate-ssl-account-is-untruste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修复“需要更新 Android System Webview”的问题
2018/7/17 • • Edit Online

解决方案：升级 Chrome 应用的版本

后续步骤

登录适用于 Microsoft Power BI 的 Android 移动应用时，可能会收到一条消息，提示你需要更新 Android System
Webview。

假设你转到 Google Play 商店并更新 Android System Webview，然后返回并尝试再次打开 Power BI 移动应用。

如果你的 Android 设备运行的是 Android 7 或更高版本，则可能再次收到一条消息，提示要更新 Android System
Webview。

实际上你确实需要升级 Chrome 应用。

返回到 Google Play 商店，搜索 Chrome，并进行升级。

从 Android 应用商店下载 Android 应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ndroid-error-update-android-system-webview.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44867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iOS 设备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2018/7/31 • • Edit Online

下载应用

注册 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应用入门

iPhone、 iPad 或 iPod Touch 上的 iOS 版 Microsoft Power BI 应用提供了 Power BI、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Reporting Services 的移动 BI 体验。 通过触控移动设备实现的实时访问，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本地和云中的公司
仪表板，并与之进行交互。 然后，可以浏览仪表板中的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的方式将数据与同事共享。
在你的 Apple Watch 上保持最新的数据。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然后发布报表：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并创建仪表板。
在本地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

然后，即可在 iOS 版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与本地或云中的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

查找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功能。

[下载 iOS 应用]从 Apple App Store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下载 iOS 应用")到你的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可以在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hone 5 及以上版本上运行 Power BI for iOS 应用。 也可在 iOS 10 或更高版本
的 iPad 或 iPod Touch 上运行该应用。

如果还没有注册，请转到 powerbi.com，在“Power BI - 云协作和共享”下，选择“免费试用”。

1. 在 iOS 设备中，打开 Power BI 应用。

2. 若要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请点击“Power BI”。
若要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请点击“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iphone-app-get-starte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体验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Power BI Power BI 示例示例

Reporting Services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示例表示例

进入应用后，只需点击左上角的全局导航按钮  即可在两者之间切换。

即使没有注册，也可以使用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下载应用后，你可以查看或启用这些示例。
无论何时需要，你都可以从全局导航返回到示例。

可以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示例并与之交互，但有一些事项不能对其执行操作。 无法打开仪表板背后的报表、与
他人共享示例，或将其加入收藏夹。

NOTENOTE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2.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然后点击“Power BI 示例”。

3. 选择一个角色，并浏览该角色的示例仪表板。

并非所有功能均可在示例中使用。 例如，你无法查看仪表板生成的示例报表。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找内容

查看你收藏的仪表板、KPI 和报表

2.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然后点击“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3. 打开零售报表或销售报表文件夹以浏览 KPI 和移动报表。

仪表板和报表将存储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不同位置，具体取决要于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 了解如何在移动
应用中查找内容。 此外，可以始终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搜索你所拥有的内容。

详细了解如何在移动应用中查找内容。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页上显示了你收藏的所有 Power BI 仪表板，以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报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收藏某个仪表板后，可以从所有设备（包括浏览器中的 Power BI
服务）中访问该仪表板。

点击收藏收藏夹夹。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企业支持

NOTENOTE

后续步骤

所有收藏项全都显示在此页上：

1.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
2.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KPI
3.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Power BI 报表

详细了解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的信息。

组织可以使用 Microsoft Intune 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包括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使用 Microsoft Intune，组织可以控制各项事务，如要求提供访问 PIN、控制应用程序处理数据的方式，甚至是
在未使用应用时加密应用程序数据。

如果在 iOS 设备上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并且组织已配置 Microsoft Intune MAM，则会关闭后台数据刷新。 在你下次
进入应用时，Power BI 会刷新 Power BI 服务 Web 数据。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 Power BI 移动应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iOS 应用中的问答虚拟分析师 - Power BI
2018/7/20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先决条件

安装安装  iOS  iOS 版版  Power BI  Power BI 应应用用

下下载载示例示例

了解数据的最简单方式是用自己的话咨询有关数据的问题。 在本文中，在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上使用
Microsoft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问答虚拟分析师询问有关示例数据的问题并查看特别推荐的见解。

适用于：

常见问题虚拟分析师是可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访问基础常见问题数据的对话 BI 体验。 它
会提供数据见解建议，你可以键入或说出自己的问题。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下载 iOS 应用 到你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中。

以下版本支持 iOS 版 Power BI 应用：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ad。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hone 5 及更高版本。
操作系统为 iOS 10 或更高版本的 iPod Touch。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ios-qna.md
https://powerbi.com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第一个步骤是在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零售分析示例和机会分析示例。

获获取零售分析示例取零售分析示例

1. 打开 Power BI 服务 (app.powerbi.com) 并登录。

2.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工作区”>“我的工作区”。

3. 在左下角，选择“获取数据”。

4. 在“获取数据”页上选择“示例”图标。

5. 选择“零售分析示例”。

6. 选择“连接”。

7. Power BI 导入内容包，并将新的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添加到当前工作区。

获获取机会分析示例取机会分析示例

完成为零售分析示例执行的相同步骤，但在步骤 4 中，选择“机会分析示例”。



尝试在 iPhone 或 iPad 上提问

好了，你已准备好在 iOS 设备上查看这些示例。

1. 在你的 iPhone 或 iPad 上，点击全局导航按钮  > “工作区” > “我的工作区”，然后打开零售分析示
例仪表板。

2. 点击页面底部（如果是 iPad，则位于页面顶部）操作菜单中的“问答虚拟分析师”图标 。 问答虚拟分析
师推荐了一些可快速上手的见解。

3. 键入“显示”，点击建议列表中的“销售”，再点击“发送” 。

4. 点击关键字中的“by”，然后依次点击建议列表中的“item”和“发发送送” 。



5. 点击关键字中的“as”，然后依次点击柱状图图标  和“发发送送” 。

6. 长按生成的图表，然后点击“展开展开”。

此图表以焦点模式在应用中打开。



7.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可返回到问答虚拟分析师聊天窗口。

8. 点击文本框右侧的 X 即可删除文本并重新开始。

9. 尝试提出新问题：点击关键字中的“top”，然后依次点击“sale by avg $/unit ly” > “发发送送” 。

10. 选择关键字中的“by”，然后依次点击顶部建议列表中的“time”和“发发送送” 。



尝试说出你的问题

11. 键入“as”，从建议列表中选择折线图图标 ，然后点击“发发送送” 。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就你的数据提问时，现在可以说出你的问题，而不用键入问题。

1. 点击问答虚拟分析师图标  。

2. 点击麦克风图标 。



对对使用使用语语音音转转文本文本时时的的隐隐私有疑私有疑问问？？

3. 当麦克风图标处于活动状态时，开始说出你的问题。 例如，请说“按时间显示平均单价”，然后点击“发送”

。

请参阅 Apple iOS 开发者指南中 iOS 新增功能的“语音识别”部分。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45624


帮助和反馈

改进问答虚拟分析师结果

如何提如何提问问

如何改如何改进进数据集数据集

后续步骤

需要帮助？ 只需说“你好”或“帮助”，即可获得有关如何提出新问题的帮助。

想提供对结果的反馈吗？ 请长按图表或其他结果，然后点击笑脸或哭脸。

反馈是匿名的，可有助于我们改进问题解答。

通过提问更具针对性的问题或改进数据集，可以改进你或客户对数据集使用问答虚拟分析师时获得的结果。

在 iOS 移动应用的 Power BI 服务或问答虚拟分析师中，按照在问答中提问的提示进行操作。

改进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从而让你的数据与问答和问答虚拟分析师很好地协
作。

Power BI 服务中的问答
是否有任何问题？ 查看 Power BI 社区中的“移动应用”部分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9277


在 Apple Watch 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浏览数
据
2018/7/20 • • Edit Online

安装 Apple Watch 应用

在 Apple Watch 上使用 Power BI 应用

Power BI Apple Watch 应用可以让你在手表上从 Power BI 仪表板查看 KPI 和卡磁贴。 KPI 和卡磁贴最适合在小
屏幕上提供心跳测量。 可以从 iPhone 或 Watch 自身刷新仪表板。

因为 Power BI Apple Watch 应用绑定了适用于 iOS 的 Power BI 应用，所以当你从 Apple 应用商店[将 Power BI
应用下载到你的 iPhone]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下载 iPhone 应用")时，你也会自动下
载 Power BI Watch 应用。 Apple 指南说明了如何安装 Apple Watch 应用程序。

从手表的 springboard 或直接从手表表盘单击 Power BI 小组件（如果已配置），以获取 Power BI Apple Watch 应
用。

Power BI Apple Watch 应用由两部分组成。

“索引屏幕”允许快速浏览已同步的仪表板的所有 KPI 和卡磁贴。

处处于焦点的磁于焦点的磁贴贴：单击索引屏幕上的磁贴以深入查看某个特定磁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le-watch.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4784


从 Apple Watch 刷新仪表板

NOTENOTE

从 iPhone 刷新 Apple Watch 上的仪表板

TIPTIP

设置自定义 Power BI 小组件

向手表表向手表表盘盘添加添加  Power BI  Power BI 小小组组件件

更改小更改小组组件上的文本件上的文本

可以直接从 Watch 刷新同步的仪表板。

在 Watch 应用上的仪表板视图中，按住屏幕并选择“刷新刷新”。

Watch 应用会立即将仪表板与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同步。

Watch 应用通过 iPhone 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与 Power BI 通信。 因此，Power BI 应用必须至少在 iPhone 的后台运行，才
能使 Watch 应用上的仪表板刷新。

还可以从 iPhone 刷新 Apple Watch 上的仪表板。

1. 在 iPhone 上的 Power BI 中，打开你想要同步到 Apple Watch 的仪表板。
2. 选择省略号 (...) >“同步到 Watch”。

Power BI 将显示仪表板已同步到手表的指示器。

一次只能同步一个仪表板到手表。

若要在你的手表上查看来自多个仪表板的磁贴，请在 Power BI 服务中新建仪表板并向其固定所有相关磁贴。

还可以直接在 Apple Watch 表盘上显示某个特定的 Power BI 磁贴，所以它随时可见且可访问。

Power BI Apple Watch 小组件更新的时间接近数据更新的时间，请将所需的信息始终保持最新状态。

请参阅 Apple 指南中的自定义你的 Apple Watch 表盘。

针对 Apple Watch 表盘上的小空间，Power BI Apple Watch 应用可以让你更改小组件的标题以适应小空间。

在 iPhone 上，转到 Appe Watch 控制应用，选择 Power BI，导航到小组件名称字段，并键入一个新的名
称。

https://support.apple.com/en-us/HT205536


NOTENOTE

后续步骤

如果未更改名称，则 Power BI 小组件将把名称缩短至可适应手表表盘的小空间的字符数。

你的反馈将帮助我们决定未来要做什么，如果你想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看到其他功能，别忘了向我们提出你的
建议。

下载 Power BI iPhone 移动应用
关注 Twitter 上的 @MSPowerBI
加入 Power BI 社区的对话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2062
https://twitter.com/MSPower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iPhone 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扫描条形码
2018/7/20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扫描器扫描条形码

在报表中由其他条形码筛选

扫描现实生活中的条形码，直接转到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筛选后的 BI 信息。

假设有一个同事已标记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的条形码字段并与你共享该报表。

当你使用 iPhone 上的 Power BI 应用中的扫描器扫描产品条形码时，可以看到具有该条形码的报表（或报表列
表）。 你可以在 iPhone 上打开筛选为该条形码的报表。

1.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左上方的主导航菜单 。

2. 向下滚动到“扫描程序”并选择它。

3. 如果未启用照相机，你需要许可 Power BI 应用使用照相机。 此许可为一次性的。

4. 将扫描器指向产品上的条形码。

你将看到与该条形码相关联的报表列表。

5. 点击报表名称以在你的 iPhone 上打开自动为该条形码筛选的报表。

在 iPhone 上查看通过条形码筛选的报表时，你可能希望通过不同条形码筛选同一个报表。

如果条形码图标有筛选器 ，筛选器将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报表已通过条形码筛选。

如果条码图标没有筛选器 ，筛选器将不会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报表未通过条形码筛选。

无论哪种方式，点击该图标均可打开带有浮动扫描器的小菜单。

将扫描器对准新项目，以将报表的筛选器更改为不同的条形码值。

选择“清除条形码筛选器”以返回到未筛选的报表。
选择“按最近条形码筛选”，将报表筛选器更改为已在当前会话中扫描的一个条形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scan-barcode-iphone.md


  扫描条形码时出现的问题

““无法无法筛选报筛选报表表 ...”...”

报报表中的所有表中的所有//某些某些视觉对视觉对象不包含任何象不包含任何值值

““看起来你没有可按条形看起来你没有可按条形码筛选码筛选的任何的任何报报表。表。””

““无法无法筛选报筛选报表表  -  - 似乎似乎报报表数据中无此条形表数据中无此条形码码。。””

后续步骤

以下是在扫描产品上的条形码时可能会看到的一些消息。

你选择进行筛选的报表基于的数据模型不包括此条形码值。 例如，报表不包含产品“矿泉水”。

扫描的条形码值存在于你的模型中，但报表上的所有/某些视觉对象不包含此值，因此筛选将返回一个空状态。 请
尝试查找其他报表页，或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编辑报表，使其包含此值

这意味着你没有任何已启用条形码的报表。 条形码扫描器只能筛选具有标记为 条形条形码码的列的报表。

请确保你或报告所有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已将某列标记为条形条形码码  。 了解更多关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标
记条形码字段的信息

你选择进行筛选的报表基于的数据模型不包括此条形码值。 例如，报表不包含产品“矿泉水”。 你可以扫描不同的
产品，选择其他报表（如果提供了多个报表）或查看未筛选的报表。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标记条形码字段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批注并共享磁贴、报表或
视觉对象
2018/7/31 • • Edit Online

iPhone iPad Android 手机 Android 平板电脑

打开用于批注的磁贴

适用于：

可以从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批注和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的快照。 你的收件
人看到的内容与你发送邮件时完全一样，外加一个链接。 你可以向任何人（不仅仅是同一电子邮件域的同事）发
送磁贴的快照。 你可以在共享前添加线条、文本或标记等批注。

具有批注的报表

如果邮件包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的快照，则还包括指向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上实际对象的
链接。 如果你和你的收件人都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并且你已与他们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或该内容
位于高级容量中，则收件人可以单击该链接并直接跳到共享项。

还可以共享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磁贴，但不能批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nnotate-and-share-a-tile-from-the-mobile-apps.md
https://powerbi.com


      

打开用于批注的报表

打开用于批注的视觉对象

批注并共享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

1. 点击该磁贴以在焦点模式中将其打开。

2. 点击视觉对象右上角的“批注”图标  。
3. 你已准备好批注并共享磁贴。

1. 打开报表。

2. 点击视觉对象右上角的“批注”图标  。
3. 你已准备好批注并共享报表。

1. 在报表中，点击视觉对象，然后点击展开图标，以在焦点模式中将其打开。

2. 点击视觉对象右上角的“批注”图标  。

3. 你已准备好批注并共享视觉对象。

1. 下面是进行批注的方式：

iPhone 和 iPad 中的批注栏

Android 设备中的批注栏

要绘制不同颜色和粗细的线条，请点击波浪线图标，选择宽度和颜色，然后绘制。

要键入评论，请点击 AA，选择文本大小和颜色，然后键入。
要在磁贴上粘贴标记（如表情符号），请点击笑脸，选择颜色，然后点击你想要放置它们的位置。

2. 批注后，点击右上角的共享共享。

3. 打开邮件应用，键入收件人的名称，并在需要时修改邮件。



后续步骤

邮件具有图像以及指向特定磁贴、报表或视觉对象的链接。

4. 点击发发送送。

共享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仪表板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2018/7/31 • • Edit Online

要做的第一件事

在 Web 上注册 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应用入门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让你可以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使用 Power BI，可提供对业务信息的
最新的、可触控移动式访问。 在任何地方查看公司仪表板并与之进行交互就在 Windows 开始屏幕上查看。

你可以使用数据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仪表板和报表。

然后与仪表板和报表进行交互、浏览数据、并将其共享，所有这些操作都可以通过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完成。

从 Windows 应用商店中获获取适用于取适用于  Windows 10 的的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设备需要运行 Windows 10。 该应用可在至少具有 3 GB RAM 和 8 GB 内部存储的设备上运行。

查找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功能。

如果你还未注册，请转到 Power BI 服务注册自己的帐户，以便创建和存储仪表板和报表，并将你的数据集合在
一起。 然后可从你的 Windows 10 设备登录到 Power BI，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查看你自己的仪表板。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点击注册创建 Power BI 帐户。
2. 开始创建自己的仪表板和报表。

1. 在 Windows 10 设备的开始屏幕上，打开 Power BI 应用。

2. 若要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请点击“Power BI”。 使用与 Web 上的 Power BI 帐户相同的凭据登
录。

若要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请点击“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使用你
的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凭据登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windows-10-phone-app-get-started.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http://powerbi.com/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13879


体验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Power BI Power BI 示例示例

3. 点击开始开始浏览浏览以查看自己的仪表板。

即使没有注册，也可以使用 Power BI 和 Reporting Services 示例。 下载应用后，你可以查看或启用这些示例。
无论何时需要，你都可以从仪表板“开始”页返回到示例。

可以查看 Power BI 仪表板示例并与之交互，但有一些事项不能对其执行操作。 无法打开仪表板背后的报表、与
他人共享示例，或将其加入收藏夹。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2. 依次点击“设置”图标 ，你的名字，然后点击“查看示例”。

3. 选择一个角色，并浏览该角色的示例仪表板。



Reporting Services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示例表示例

搜索仪表板、报表和应用

1.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2. 点击“设置”图标 ，右键单击或点击并按住“连接到服务器”，再点击“查看示例”。

3. 打开零售报表或销售报表文件夹，浏览 KPI 和移动报表。

通过在始终位于应用顶部的搜索框中键入内容来快速查找你的仪表板、报表和应用。

1. 点击右上角的搜索图标。

Power BI 将显示最新的仪表板、报表和应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找内容

2. 当你开始键入时，Power BI 显示所有相关的结果。

仪表板和报表将存储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不同位置，具体取决要于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 了解如何在移动
应用中查找内容。 此外，可以始终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搜索你所拥有的内容。



查看你收藏的仪表板、KPI 和报表
可以在移动应用的“收藏夹”页上查看所有最喜爱的 Power BI 仪表板及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移动报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收藏某个仪表板后，可以从所有设备（包括浏览器中的 Power BI 服务）中访问该仪表板。

点击收藏收藏夹夹。

Power BI 收藏夹以及你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的收藏夹全都显示在此页上。



后续步骤

Power BI Power BI 仪仪表板和表板和报报表表

Reporting Services Reporting Services 移移动报动报表和表和  KPI KPI

后续步骤

阅读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 的更多信息。

下面介绍了还可以在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中对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和报表，以及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的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执行哪些操作

查看你的应用。

查看你的仪表板。

将 Power BI 磁贴和仪表板作为动态磁贴固定到设备的开始屏幕。
共享磁贴。

共享仪表板。

在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中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创建 KPIs on the Reporting Services Web portal（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上创建 KPI）。
借助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创建自己的移动报表，并将其发布到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

从 Windows 应用商店下载 Power BI 应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8363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52547.aspx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 Power BI 移动应用将仪表板固定到 Windows
10“开始”屏幕
2018/7/17 • • Edit Online

将仪表板固定到“开始”屏幕以作为动态磁贴

可以将 Power BI 仪表板从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固定到 Windows “开始”屏幕。 它们即变为
动态磁贴。 如果点击“开始”屏幕中的磁贴，仪表板会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打开。

1. 打开仪表板。

2. 点击“固定到“开始”屏幕” 。

转到设备的“开始”屏幕以查看动态磁贴。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pin-dashboard-start-screen-windows-10-phone-app.md


后续步骤

从 Windows 应用商店中下载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526478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Windows 10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移动报表和 KPI
2018/7/17 • • Edit Online

要做的第一件事

NOTENOTE

在没有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服务器的情况下浏览示例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提供了对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中的重要本地业务信息
的实时、可触控移动访问。

可以使用 SQL Server 2016 企业版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生成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然后将其发布到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 直接在 Web 门户中创建 KPI。 将其按文件夹进行整理并标记出你的收藏夹，以便
轻松地找到它们。

然后，在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已按文件夹整理或收集为收藏的移动报表和 KPI。

设备需要运行 Windows 10。 该应用在至少具有 1 GB RAM 和 8 GB 内部存储的设备上运行最佳。

即使你没有对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的访问权限，仍可以浏览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的功能。

1. 在 Windows 10 设备上打开 Power BI 应用。

2. 点击左上角的  全局导航按钮。

3. 点击“设置”图标 ，右键单击或点击并按住“连接到服务器”，再点击“查看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windows-10-ssrs-kpis-mobile-reports.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52547.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37133.aspx


连接到 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服务器

4. 打开零售报表或销售报表文件夹，浏览 KPI 和移动报表。

浏览示例以与 KPI 和移动报表进行交互。

NOTENOTE

1. 在左侧导航栏的底部，点击“设置”

2. 点击“连接到服务器”。

3. 填写服务器地址以及用户名和密码。 对服务器地址使用如下格式：

http://<servername>/reports  或 https://<servername>/reports

连接字符串的开头包括 http 或 https。

如果需要，点击“高级选项”以指定服务器名称。

4. 点击复选标记进行连接。

现在你将在左侧导航栏中看到服务器。



在 Power BI 应用中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移动报表

TIPTIP

随时点击全局导航按钮 ，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仪表板之间切换。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移动报表显示的文件夹与其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的文件夹相同。

点击 KPI 以在焦点模式中看到它。

点击移动报表以在 Power BI 应用中打开并与其交互。



查看你收藏的 KPI 和报表
可以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将 KPI 和移动报表标记为收藏项，然后可以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某个
方便的文件夹中查看它们以及 Power BI 收藏的仪表板和报表。

点击收藏收藏夹夹。

你在 Web 门户上的收藏项都在此页上。

阅读有关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 的更多信息。



删除与报表服务器的连接

创建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一次只能连接到一个报表服务器。 如果想要连接到不同的服务器，需要断开与当前服务器
的连接。

1. 在左侧导航栏的底部，点击“设置”设置图标 。

2. 点击并按住不想连接到的服务器的名称。

3. 点击“删除服务器”。

不是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创建 Reporting Services KPI 和移动报表。 而是在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
和 SQL Server 2016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中创建它们。

创建自己的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并将其发布到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
在 Reporting Services Web 门户上创建 KPI

适用于 Windows 10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入门
什么是 Power BI？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52547.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683632.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Windows 10 Surface Hub 上使用演示模式查看报
表 - Power BI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以全屏模式显示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可以在 Surface Hub 上以演示模式显示报表，并在 Windows 10 设备上的全屏模式下显示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对于在会议中或在办公室内专用投影仪上显示 Power BI，甚至仅将小屏幕上的空间最大化，演示模式和全屏模式
都很有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全屏模式下，将删除页面选项卡和报表中的筛选窗格以外的所有“镶边”（如导航栏和菜单
栏）。

在 Surface Hub 上以演示模式显示报表时，可使用各色墨迹在页面上绘图，并可在报表各页面间导航。

还可在 Web 上从 Power BI 服务中以全屏模式显示仪表板和报表。

演示模式不同于磁贴的焦点模式。

1. 在仪表板、报表或磁贴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点击“全屏”图标  转到全屏模式。

2. 在演示模式下，可以筛选报表，也可以搜索其他仪表板和报表。

展开“筛选器”窗格设置或删除筛选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windows-10-app-presentation-mode.md


打开 Surface Hub 的演示模式

点击搜索图标  查找其他仪表板。

3. 要退出全屏模式，请点击带有两个相对箭头的图标  在工具栏上或从顶部向下轻扫并点击两个相对箭头
。

Surface Hub 默认启用演示模式，但如果此模式已禁用，可重新启用。

1. 点击左侧导航栏底部的“设置”图标  。

2. 点击“选项”，然后将“启用 Microsoft Surface Hub 演示模式”滑动到“打开”。



在 Surface Hub 上显示报表并在其上绘图
1. 在报表中，点击“全屏”图标  转到 Surface Hub 演示模式。

屏幕两侧显示可折叠操作栏。

向内轻扫或点击图柄可打开它。

向外轻扫或点击顶部的 X 可关闭它。
2. 在支持用笔书写的设备上，可立即开始书写。

3. 若要更改墨迹颜色，请点击左侧或右侧操作栏中的画笔。

4. 点击橡皮擦或撤消箭头可删除部分或所有墨迹。

5. 点击环形箭头可刷新报表内容。

6. 点击横向箭头可转到报表中其他页面。

7. 若要退出全屏模式，请从顶部向下轻扫并点击两个相对箭头 。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服务中的全屏模式下显示仪表板和报表
是否有任何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支持的语言
2018/7/20 • • Edit Online

注意

目前，Power BI 移动应用支持以下语言：

阿拉伯语（仅限 iOS）
加泰罗尼亚语 - català
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中文（繁體）
克罗地亚语 - hrvatski
捷克语 - čeština
丹麦语 - dansk
荷兰语 - Nederlands
英语 - English
芬兰语 - suomi
法语 - français
德语 - Deutsch
希腊语 - Ελληνικά
希伯来语（仅限 iOS）
北印度语 - िहंदी
匈牙利语 - magyar
印度尼西亚语 - Bahasa Indonesia
意大利语 - italiano
日语 - 日本語
朝鲜语 - 한국어
马来语 - Bahasa Melayu
挪威语（挪威）- norsk (bokmål)
波兰语 - Polski
葡萄牙语（巴西）- Português
葡萄牙语（葡萄牙）- Português
罗马尼亚语 - română
俄罗斯语 - Русский
斯洛伐克语 - slovenčina
西班牙语 - español
瑞典语 - svenska
泰语 - ไทย
土耳其语 - Türkçe
乌克兰语 - українська
越南语 - Tiếng Việt

Power BI 使用与移动设备的区域设置对应的语言。 不能设置其他语言。
只有英语通知。 例如，如果有人与你共享仪表板，将看到英语通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mobile-apps-supported-languages.md


后续步骤

Power BI 支持的语言和国家/地区
是否有任何问题？ 请尝试在 Power BI 社区中提问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使用 Power BI 嵌入
2018/8/14 • • Edit Online

使用 API

为组织嵌入内容

Azure (PaaS) 中的 Power BI 服务 (SaaS) 和 Power BI 嵌入式服务具有用于嵌入仪表板和报表的 API。 这意味着，
在嵌入内容时，拥有一组功能以及对最新 Power BI 功能（如仪表板、网关和应用工作区）的访问权限。

可使用载入体验工具快速开始并下载示例应用程序。

选择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通过为组织嵌入内容，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运行为组织嵌入解决方案。
通过为客户嵌入内容，可为没有 Power BI 帐户的用户嵌入仪表板和报表。 运行为客户嵌入解决方案。

嵌入 Power BI 内容时，有两个主要方案。 为组织中的用户（拥有 Power BI 许可证）嵌入内容；为用户和客户嵌入内
容且不要求他们拥有 Power BI 许可证。 两种方案都可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对于没有 Power BI 许可证的客户和用户，可以使用同一 API 为组织或客户提供服务，将仪表板和报表嵌入自定义
应用程序中。 客户会看到该应用程序管理的数据。 此外，对于组织中的 Power BI 用户，他们可以直接在 Power BI
中或者在嵌入式应用程序的上下文中使用附加的选项来查看他们的数据。 可以充分利用 JavaScript 和 REST API
的功能以满足你的嵌入需要。

若要查看有关嵌入工作原理的示例，请参阅 JavaScript 嵌入示例。

通过为组织为组织嵌入内容嵌入内容，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为组织嵌入内容要求应用程序的用户在想要查看其内容时登录
Power BI 服务。 组织中的用户登录后，只能访问他们拥有的，或者在 Power BI 服务中与之共享的仪表板和报表。

为组织嵌入内容的示例包括内部应用程序，如 SharePoint Online、Microsoft Teams 集成（必须拥有管理员权限）以
及 Microsoft Dynamics。

若要为组织嵌入内容，请参阅以下演练：

将报表集成到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ding.md
https://aka.ms/embedsetup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https://aka.ms/embedsetup/AppOwnsData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egrate-power-bi-reports-in-sharepoint-onli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teams-up-with-microsoft-teams/
https://docs.microsoft.com/dynamics365/customer-engagement/basics/add-edit-power-bi-visualizations-dashboard


        为客户嵌入内容

为 Power BI 用户进行嵌入时，通过 JavaScript API 可使用编辑和保存等自助服务功能。

可浏览用于为组织嵌入的载入体验工具以快速开始并下载示例应用程序，它会逐步引导你为组织集成报表。

通过为客户嵌入内容，可为没有 Power BI 帐户的用户嵌入仪表板和报表。 为客户嵌入内容也称为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是 Microsoft Azure 提供的一项服务，可让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和开发人员通过基于容量、
按小时计量的模型，将视觉效果、报表和仪表板快速嵌入到应用程序中。

Power BI Embedded 可让 ISV、其开发人员和客户受益。 例如，ISV 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开始免费创建视觉
对象。 ISV 可以通过尽量减少视觉分析开发工作而更快推向市场，并借由差异化数据体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ISV
还可以选择对嵌入式分析创造的附加价值收取相关费用。

使用 Power BI Embedded，客户无需了解有关 Power BI 的任何信息。 只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帐户即可创建嵌入
式应用程序。 Power BI Pro 帐户充当应用程序的主帐户（将其视为代理帐户）。 借助 Power BI Pro 帐户，还可以生
成嵌入令牌，用于访问应用程序拥有/管理的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和报表。

使用 Power BI Embedded，开发人员可以更专注于构建其应用程序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花时间开发视觉对象和分
析。 开发人员可以快速满足客户的报表和仪表板需求，并可以通过具有完整存档的 API 和 SDK 轻松嵌入。 通过在
应用中启用易于导航的数据浏览，ISV 让客户能够使用任意设备在上下文中快速作出数据驱动型决策。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IMPORTANTIMPORTANT

后续步骤

尽管嵌入操作依赖于 Power BI 服务，但在为客户嵌入内容时并不依赖于 Power BI Pro。 用户不需要注册 Power BI 来查看应用
程序中嵌入的内容。

准备迁移到生产环境时，必须为应用工作区分配专用容量。 Microsoft 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 提供用于应
用程序的专用容量。

有关嵌入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现在可以尝试将 Power BI 内容嵌入应用程序，或尝试为客户嵌入 Power BI 内容。

为组织嵌入内容

Power BI Embedded 是什么？

为客户嵌入内容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 是指什么？
2018/8/6 • • Edit Online

比较 Power BI Embedded 和 Power BI Premium

易于使用的工具

与 Power BI 工程团队合作

后续步骤

Power BI Embedded 旨在简化 ISV 和开发人员对 Power BI 功能的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通过帮助用户快速
将令人惊叹的视觉对象、报表和仪表板添加到应用中，简化 Power BI 功能。 Power BI Embedded 与基于 Microsoft
Azure 生成的应用类似，使用机器学习和 IoT 等服务。 通过在应用中启用易于导航的数据浏览，ISV 让客户能够在
上下文中做出快速、明智的决策。

2017 年 5 月，我们宣布融合 Power BI 和 Power BI Embedded 服务。 融合带来了一个 API 外围、一组一致的功能
以及对两个服务的最新功能的访问权限。 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基于容量的定价模型，简化了使用 Power BI 的方式。

借助 Power BI Embedded，ISV 和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Power BI API 更灵活地将智能嵌入其应用。 ISV 和开发人员
可通过在其应用中纳入 Microsoft 的世界级分析引擎，将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及实现差异化所需的开发工作量降至最
低。 同样，开发人员可将时间花在如何让自己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上，而不用费神开发可视化分析功能。 此
外，借助 Power BI Embedded，用户可在熟悉的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和 Azure）中工作。

你是否拥有包含嵌入式 Power BI 内容并使用 Power BI Premium 的现有应用？ 如果你是提供应用的 ISV 或开发
人员，或如果你是使用这些应用的组织，则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你和你的客户可继续使用这些应用，而不会发生中
断。 如果你有一个基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生成的现有应用，并且有兴趣利用融合的 API 外围和新的基于容量的
Azure SKU，请访问相关文档获取迁移指南。

Power BI Embedded 适用于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以及为其客户生成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 它可以用作第三方
商业智能服务，让用户得以可视化应用程序数据，而不用自行生成服务。 Power BI Embedded 是一款平台即服务
(PaaS) 分析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可为其客户将报表和仪表板嵌入应用程序。 Power BI Premium 则是一款软件即
服务 (SaaS) 分析解决方案，可为组织提供最关键业务数据的单一视图。

Power BI Embedded 是一种即用即付功能，而 Power BI Premium 则需要按月付费。 可观看此视频，详细了解比较
方式。

借助 Power BI Embedded，可将重点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生成出色的应用。 可使用已经拥有的工具和技能来通
过 Power BI Embedded 进行开发和管理。

Azure 门户门户：用于管理所有 Azure 服务的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
Visual Studio Code：一款免费、可下载、开源的代码编辑器，适用于支持扩展的 Windows、macOS 和 Linux
Power BI Desktop：一款免费、可下载的工具，通过可视化分析来创建内容丰富的交互式报告

借助 REST API，Power BI Embedded 允许使用任何语言进行开发。

社区：提出 Power BI 问题
Power BI Ideas：请求提供功能并为功能投票
Reddit：讨论 Power 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azure-pbie-what-is-power-bi-embedded.md
https://www.youtube-nocookie.com/embed/iEHfUuoZseo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details/power-bi-embedde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2oJikC6Xc&t=0s&list=PLv2BtOtLblH1dQPV49Ni12olDcUoW-GEl&index=3
https://portal.azure.com/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c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ideas.powerbi.com
https://www.reddit.com/r/PowerBI/


有关容量节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价页面。

若要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若要开始嵌入 Power BI 内容，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details/power-bi-embedde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教程：为客户将 Power BI 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嵌入
应用程序中
2018/8/14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设置嵌入式分析开发环境

在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中注册中注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使用“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可以借助“应用拥有数据”将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嵌入到应用程序中。 应应用用
拥拥有数据有数据是指将使用 Power BI 的应用程序作为其嵌入式分析平台。 使用“应用拥有数据”通常是一种“ISV 开发人
员”方案。 ISV 开发者可以创建 Power BI 内容以便在完全集成并交互的应用程序中显示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应
用程序的用户无需 Power BI 许可证。 本教程演示当针对使用“应用拥有数据”的客户使用“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时，如何使用 Power BI .NET SDK 以及 Power BI JavaScript API 将报表集成到应用程序中。

在本教程中，了解如何：

在 Azure 中注册应用程序。
将 Power BI 报表嵌入到应用程序。

要开始使用，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帐户（作为主帐户）和 Microsoft Azure 订阅。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 Pro，请在开始之前注册以获得免费试用。
如果没有 Azure 订阅，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你需要具有自己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安装程序。
你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2013 版或更高版本）。

在开始将报表、仪表板和磁贴嵌入到应用程序中之前，需要确保环境已设置为允许嵌入。 在设置过程中，需要执
行以下操作。

可跟随载入体验工具完成操作，以便快速开始并下载示例应用程序，它会逐步引导你创建环境并嵌入报表。

但是，如果选择手动设置环境，则可以继续进行下面的操作。

向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注册应用程序，以允许应用程序访问 Power BI REST API。 此操作能够为应用程序建立
标识，并指定对 Power BI REST 资源的权限。

1. 接受 Microsoft Power BI API 条款。

2. 登录到 Azure 门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sample-for-customers.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pric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WT.mc_id=A261C142F
https://www.visualstudio.com/
https://aka.ms/embedsetup/AppOwnsData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api-terms
https://portal.azure.com


3.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所有服务”、“应用注册”和“新应用程序注册”。

4.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并创建新的应用程序。 对于“应用拥有数据”，需要使用“本机”作为应用程序类型。 你还
需要提供“重定向 URI”，Azure AD 用其返回令牌响应。 输入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值，例如 
http://localhost:13526/Redirect 。



在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向中向应应用授予用授予权权限限

使用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门户门户

除了应用注册页中提供的权限之外，还需要对应用程序启用其他权限。 你需要使用用于嵌入的主帐户来登录（嵌
入需要全局管理帐户）。

1. 在 Azure 门户中，转到应用注册，再选择要用于嵌入内容的应用。

2. 选择“设置”，然后在“API 访问权限”下选择“所需权限”。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pplicationsListBlade


3. 选择“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并请务必选中“以登录用户身份访问目录”。 选择保存保存。

4. 选择添加添加。

5. 选择“选择 API”。



6. 选择“Power BI 服务”，然后选择“选择”。

7. 选择“委派权限”下的所有权限。 需要逐一选中这些选项才能保存所做的选择。 完成时选择“保存”。

8. 在“所需权限”中，选择“授予权限”。

需要为“主帐户”调用“授予权限”操作，以免 Azure AD 提示提供内容。 如果执行此操作的帐户是全局管理
员，则需要向组织内此应用的所有用户授予权限。 如果执行此操作的帐户是主帐户，而不是全局管理员，
则只需向此应用的主帐户授予权限。



设置 Power BI 环境
创创建建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

如果为客户嵌入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则必须将内容放在应用工作区中。 主帐户必须是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

1. 首先，创建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 “创建应用工作区”。 这将是放置应用程序需要访问的内容的地方。

2. 为工作区命名。 如果对应的“工作区 ID”不可用，则进行编辑以给定一个唯一的 ID。 这也是应用的名称。

3. 需要设置几个选项。 如果你选择“公开”，则组织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工作区内容。 而如果选择“专用”，则
意味着只有工作区的成员可以查看其内容。

创建组后，将不能更改公共/私有设置。



创创建并建并发发布布报报表表

4. 还可以选择成员是可以“编辑”还是具有“仅查看”访问权限。

5. 添加你要允许其访问工作区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添加”。 无法添加组别名，只能添加单个用
户别名。

6. 确定每个人员的身份是成员还是管理员。管理员可以编辑工作区本身，包括添加其他成员。 成员可以编辑
工作区中的内容，除非他们只具有“仅查看”访问权限。 管理员和成员均可以发布应用。

现在，可以查看新工作区。 Power BI 创建工作区并将其打开。 它显示在你作为成员的工作区的列表中。 作
为管理员，你可以选择省略号(…) 返回并进行更改，添加新成员或更改其权限。

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和数据集，然后将这些报表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发布报表的最终用户需要拥
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可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1. 从 GitHub 下载示例博客演示。

2.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示例 PBIX 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sktop-samples


3. 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现在即可在 Power BI 服务在线版中查看报表。



嵌入使用示例应用程序的内容

请按照这些步骤，使用示例应用程序开始嵌入内容。

1. 从 GitHub 下载应用拥有数据示例。

2. 在示例应用程序中打开 Web.config 文件。 需要填写 5 个字段才能成功运行该应用程序。 “clientId”、
“groupId”、“reportId”、“pbiUsername”和“pbiPassword”。

使用 Azure 中的“应用程序 ID”填写“clientId”信息。 应用程序使用“clientId”向你从其请求权限的用户标识其
自身。 若要获取“clientId”，请执行下列步骤：

登录到 Azure 门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
https://portal.azure.com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所有服务”和“应用注册”。

 选择要为其获取“clientId”的应用程序。

你应该会看到列为 GUID 的“应用程序 ID”。 使用此“应用程序 ID”作为应用程序的“clientId”。



使用 Power BI 中的“应用工作区 GUID”填写“groupId”信息。

使用 Power BI 中的“报表 GUID”填写“reportId”信息。

使用 Power BI 主用户帐户填写“pbiUsername”。
使用 Power BI 主用户帐户的密码填写“pbiPassword”。

3. 运行应用程序！

首先在 Visual Studio 中选择“运行”。

然后，选择“嵌入报表”。 根据你选择测试使用的内容（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在应用程序中选择该选项。

现在，可以在示例应用程序查看报表。



  在应用程序中嵌入内容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Microsoft.Rest;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var token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authenticationResult.AccessToken, "Bearer");

// Create a Power BI Client object. It is used to call Power BI APIs.
using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new Uri(ApiUrl), tokenCredentials))
{
    // Your code to embed items.
}

获获取要嵌入的内容取要嵌入的内容项项

即使可以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完成嵌入内容的步骤，也可使用 .NET SDK 编写本文中所述的示例代码。

客户在应用程序中嵌入内容时，需要从 Azure AD 获取主帐户的访问令牌。 必须为使用“应用拥有数据”的 Power
BI 应用程序获取 Azure AD 访问令牌，这样才能对 Power BI REST API 进行调用。

要使用访问令牌创建 Power BI 客户端，建议创建 Power BI 客户端对象，以便能够与 Power BI REST API 进行交
互。 为此，请使用 Microsoft.Rest.TokenCredentials 对象包装 AccessToken。

可使用 Power BI 客户端对象检索对要嵌入的项的引用。

下面的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从给定工作区检索首个报表。

示例应用程序的 Controllers\HomeController.cs 文件中提供了获取内容项的示例，内容项包括报表、仪表板和希
望嵌入的磁贴。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GroupID where the dashboard resides.
ODataResponseListReport reports = client.Reports.GetReportsInGroupAsync(GroupId);

// Get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group.
Report report = reports.Value.FirstOrDefault();

创创建嵌入令牌建嵌入令牌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Generate Embed Token.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accessLevel: "view");
EmbedToken tokenResponse = client.Reports.GenerateTokenInGroup(GroupId, report.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Generate Embed Configuration.
var embedConfig = new EmbedConfig()
{
    EmbedToken = tokenResponse,
    EmbedUrl = report.EmbedUrl,
    Id = report.Id
};

使用使用  JavaScript  JavaScript 加加载项载项

需要生成嵌入令牌，以便能够通过 JavaScript API 使用此令牌。 嵌入令牌特定于要嵌入的项。 因此，只要嵌入
Power BI 内容，就需要为其新建嵌入令牌。 有关详细信息（包括要使用哪个 accessLevel），请参阅 GenerateToken
API。

下面是关于将报表嵌入令牌添加到应用程序的示例。

示例应用程序的 Controllers\HomeController.cs 文件中提供了为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创建嵌入令牌的示例。

假设为 EmbedConfig 和 TileEmbedConfig 创建了类。 Models\EmbedConfig.cs 文件和
Models\TileEmbedConfig.cs 文件中提供了相关示例。

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将报表加载到网页上的 div 元素中。

有关使用 JavaScript API 的完整示例，可以使用演练工具。 这是演练不同类型的 Power BI Embedded 示例的快速
方法。 还可以通过访问 PowerBI JavaScript wiki 页，获取有关 JavaScript API 的详细信息。

此示例对报表使用 EmbedConfig 模型和 TileEmbedConfig 模型及视图。

示例应用程序的 the Views\Home\EmbedReport.cshtml、Views\Home\EmbedDashboard.cshtml 或
Views\Home\Embedtile.cshtml 文件中提供了为报表、仪表板或磁贴添加视图的示例。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84614.aspx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


<script src="~/scripts/powerbi.js"></script>
<div id="reportContainer"></div>
<script>
    // Read embed application token from Model
    var accessToken = "@Model.EmbedToken.Token";

    // Read embed URL from Model
    var embedUrl = "@Html.Raw(Model.EmbedUrl)";

    // Read report Id from Model
    var embedReportId = "@Model.Id";

    // Get models. models contains enums that can be used.
    var models = window['powerbi-client'].models;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 This also includes settings and options such as filters.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
Configuration-Details.
    var config = {
        type: 'report',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accessToken: accessToken,
        embedUrl: embedUrl,
        id: embedReportId,
        permissions: models.Permissions.All,
        settings: {
            filterPaneEnabled: true,
            navContentPaneEnabled: true
        }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report HTML element
    var reportContainer = $('#reportContainer')[0];

    // Embed the report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report = powerbi.embed(reportContainer, config);
</script>

移动到生产环境

创创建建专专用容量用容量

容量容量节节点点

总总核心数核心数

（后端（后端  + 前端）前端） 后端核心数后端核心数 前端核心数前端核心数

DIRECTQUERY/实实
时连时连接限制接限制

高峰高峰时间时间的最大的最大显显

示示页页数数

A1 1 个 V 核心 0.5 个核心，3GB
RAM

0.5 个核心 每秒 5 个 1-300

A2 2 个 V 核心 1 个核心，5GB
RAM

1 个核心 每秒 10 个 301-600

A3 4 个 V 核心 2 个核心，10GB
RAM

2 个核心 每秒 15 个 601-1,200

现在你已完成应用程序的开发，接下来请回到应用工作区了解专用容量。 移动到生产环境需要专用容量。

通过创建专用容量，可以利用好客户的专用资源。 可以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中购买专用容量。 有关如何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使用下表确定哪种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最适合你的需求。

https://portal.azure.com


A4 8 个 V 核心 4 个核心，25 GB
RAM

4 个核心 每秒 30 个 1,201-2,400

A5 16 个 V 核心 8 个核心，50 GB
RAM

8 个核心 每秒 60 个 2,401-4,800

A6 32 个 V 核心 16 个核心，100
GB RAM

16 个核心 每秒 120 个 4,801-9600

容量容量节节点点

总总核心数核心数

（后端（后端  + 前端）前端） 后端核心数后端核心数 前端核心数前端核心数

DIRECTQUERY/实实
时连时连接限制接限制

高峰高峰时间时间的最大的最大显显

示示页页数数

为应为应用工作区分配用工作区分配专专用容量用容量

使用使用  A SKU 时时，无法使用免，无法使用免费费的的  Power BI 许许可可证访问证访问  Power BI 内容。内容。

使用 PRO 许可证的嵌入令牌仅用于开发测试，因此 Power BI 主帐户生成的嵌入令牌数量有限。 必须购买专用容
量才能嵌入到生产环境。 为专用容量生成嵌入令牌时，可生成的数量不受限制。 转到可用功能查看使用量值，该
值以百分比表示当前嵌入使用量。 使用量基于每个主帐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嵌入式分析容量规划白皮书。

创建专用容量后，可将该专用容量分配给应用工作区。 要完成此操作，请按照下列步骤执行。

1. 在“Power BI 服务”中，展开工作区并针对要嵌入内容的工作区选择相应省略号。 然后选择“编辑工作区”。

2. 展开“高级”，启用“专用容量”，然后选择所创建的专用容量。 然后，选择“保存”。

3. 选择“保存”后，应用工作区名称旁边应显示一个钻石形状。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availablefeatures/getavailablefeatures
https://aka.ms/pbiewhitepaper


后续步骤

在本教程中，你学习了如何将 Power BI 内容嵌入到客户的应用程序中。 你也可以尝试为组织嵌入 Power BI 内
容。

为组织嵌入内容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教程：为组织将 Power BI 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嵌入应
用程序
2018/8/6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设置嵌入式分析开发环境

在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中注册中注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本教程演示在为组织将 Power BI 嵌入应用程序时，如何使用“Power BI .NET SDK”以及“Power BI JavaScript
API”将报表集成到应用程序中。 通过 Power BI，可以使用“用户拥有数据”将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嵌入应用程序。 借
助“用户拥有数据”，应用程序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在本教程中，了解如何：

在 Azure 中注册应用程序。
将 Power BI 报表嵌入到应用程序。

需要 Power BI Pro 帐户和 Microsoft Azure 订阅才可开始操作。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 Pro，请在开始之前注册以获得免费试用。
如果没有 Azure 订阅，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你需要具有自己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安装程序。
你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2013 版或更高版本）。

在开始将报表、仪表板和磁贴嵌入到应用程序中之前，需要确保环境已设置为允许嵌入。 在设置过程中，需要执行
以下操作。

可跟随载入体验工具完成操作，以便快速开始并下载示例应用程序，它会逐步引导你创建环境并嵌入报表。

但是，如果选择手动设置环境，则可以继续进行下面的操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sample-for-your-organization.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pric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WT.mc_id=A261C142F
https://www.visualstudio.com/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向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注册应用程序，以允许应用程序访问 Power BI REST API。 此操作能够为应用程序建立
标识，并指定对 Power BI REST 资源的权限。

1. 接受 Microsoft Power BI API 条款。

2. 登录到 Azure 门户。

3.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所有服务”、、 “应用注册”和“新应用程序注册”。

4.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并创建新的应用程序。 对于“用户拥有数据”，需要使用“Web 应用/API”作为应用程序类
型。 还需要提供“登录 URL”，Azure AD 用其返回令牌响应。 输入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值（例 如，
http://localhost:13526/).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api-terms
https://portal.azure.com


在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向中向应应用授予用授予权权限限

使用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门户门户

除了应用注册页中提供的权限之外，还需要对应用程序启用其他权限。 需要使用全局管理员帐户登录才可启用权
限。

1. 在 Azure 门户中，转到应用注册，再选择要用于嵌入内容的应用。

2. 选择“设置”，然后在“API 访问权限”下选择“所需权限”。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pplicationsListBlade


3. 选择“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并请务必选中“以登录用户身份访问目录”。 选择保存保存。

4. 选择添加添加。

5. 选择“选择 API”。



设置 Power BI 环境
创创建建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

6. 选择“Power BI 服务”，然后选择“选择”。

7. 选择“委派权限”下的所有权限。 需要逐一选中这些选项才能保存所做的选择。 完成时选择“保存”。

如果为客户嵌入报表、仪表板或磁贴，则必须将内容放在应用工作区中。

1. 首先，创建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 > “创建应用工作区”。 这将是放置应用程序需要访问的内容的地方。



2. 为工作区命名。 如果对应的“工作区 ID”不可用，则进行编辑以给定一个唯一的 ID。 这也是应用的名称。

3. 需要设置几个选项。 如果你选择“公开”，则组织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工作区内容。 而如果选择“专用”，则
意味着只有工作区的成员可以查看其内容。

创建组后，将不能更改公共/私有设置。

4. 还可以选择成员是可以“编辑”还是具有“仅查看”访问权限。

5. 添加你要允许其访问工作区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添加”。 无法添加组别名，只能添加单个用户
别名。

6. 确定每个人员的身份是成员还是管理员。管理员可以编辑工作区本身，包括添加其他成员。 成员可以编辑工
作区中的内容，除非他们只具有“仅查看”访问权限。 管理员和成员均可以发布应用。

现在，可以查看新工作区。 Power BI 创建工作区并将其打开。 它显示在你作为成员的工作区的列表中。 作
为管理员，你可以选择省略号(…) 返回并进行更改，添加新成员或更改其权限。



创创建并建并发发布布报报表表

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和数据集，然后将这些报表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发布报表的最终用户需要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可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1. 从 GitHub 下载示例博客演示。

2.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示例 PBIX 报表

3. 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sktop-samples


    嵌入使用示例应用程序的内容

现在即可在 Power BI 服务在线版中查看报表。

请按照这些步骤，使用示例应用程序开始嵌入内容。

1. 要开始操作，请从 GitHub 下载用户拥有数据示例。 有 3 个不同的示例应用程序，分别用于报表、仪表板和磁
贴。 本文下面讨论的步骤针对的是报表应用程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User Owns Data/integrate-report-web-ap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User Owns Data/integrate-dashboard-web-ap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User Owns Data/integrate-tile-web-app


2. 在示例应用程序中打开 Cloud.config 文件。 需要填充几个字段才能成功运行该应用程序。 ClientID 和
ClientSecret。

使用 Azure 中的“应用程序 ID”填写“ClientID”信息。 应用程序使用“ClientID”向你从其请求权限的用户标识
其自身。

若要获取“ClientID”，请执行下列步骤：

登录到 Azure 门户。

https://portal.azure.com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所有服务”和“应用注册”。

选择要使用 ClientID 的应用程序。

你应该会看到列为 GUID 的“应用程序 ID”。 使用此“应用程序 ID”作为应用程序的“ClientID”。



用 Azure 的“应用注册”部分的“密钥”部分，填写 ClientSecret 信息。

若要获取“ClientSecret”，请执行下列步骤：

登录到 Azure 门户。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所有服务”和“应用注册”。

选择要使用 ClientSecret 的应用程序。

https://portal.azure.com


选择设设置置。

选择“密钥”。

在“说明”中填写一个名称，选择“持续时间”，然后选择“保存”即可获得应用程序的该值。 保存“密钥值”并关
闭“密钥”边栏选项卡后，值字段将仅在“隐藏”模式下显示，此时无法检索“密钥值”。 如果忘记了密钥值，需要



在 Azure 门户中新建密钥值。

使用 Power BI 中的“应用工作区 GUID”填写“groupId”信息。

使用 Power BI 中的“报表 GUID”填写“reportId”信息。

3. 运行应用程序！

首先在 Visual Studio 中选择“运行”。

然后选择“获取报表”。

现在，可以在示例应用程序查看报表。



在应用程序中嵌入内容

从从  Azure AD  Azure AD 获获取取访问访问令牌令牌

获获取取报报表表

使用使用访问访问令牌令牌获获取取报报表表

使用使用  REST API  REST API 获获取取报报表表

即使可以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完成嵌入内容的步骤，也可使用 .NET SDK 编写本文中所述的示例代码。

若要将报表集成到 Web 应用中，请使用 Power BI REST API/Power BI C# SDK 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授
权访问令牌来获取报表。 然后，使用相同的访问令牌加载报表。 Power BI Rest API 向特定 Power BI 资源提供、编
程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REST API 和 Power BI JavaScript API。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先从 Azure AD 获取访问令牌，再调用 Power BI REST API。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对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并获取 Power BI 应用的 Azure AD 访问令牌。

若要获取 Power BI 报表，请使用获取报表操作，它将获取 Power BI 报表的列表。 在报表列表中，可以获取报表
ID。

获取报表操作将返回报表的列表。 可以获取报表列表中的一个报表。

若要执行 REST API 调用，必须添加格式为“持有者 {访问令牌}”的授权标头。

下面的代码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REST API 检索报表。

示例应用程序的 Default.aspx.cs 文件中提供了获取要嵌入的内容项（报表、仪表板或磁贴）的示例**。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reports/getrepor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reports/getreports


using Newtonsoft.Json;

//Get a Report. In this sample, you get the first Report.
protected void GetReport(int index)
{
    //Configure Reports request
    System.Net.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
        String.Format("{0}/Reports",
        baseUri))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accessToken.Value));

    //Get Reports response from request.GetResponse()
    using (var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
        //Get reader from response stream
        using (var reade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
            //Deserialize JSON string
            PBIReports Reports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PBIReports>(reader.ReadToEnd());

            //Sample assumes at least one Report.
            //You could write an app that lists all Reports
            if (Reports.value.Length > 0)
            {
                var report = Reports.value[index];

                txtEmbedUrl.Text = report.embedUrl;
                txtReportId.Text = report.id;
                txtReportName.Text = report.name;
            }
        }
    }
}

//Power BI Reports used to deserialize the Get Reports response.
public class PBIReports
{
    public PBIReport[] value { get; set; }
}
public class PBIReport
{
    public string id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name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webUrl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embedUrl { get; set; }
}

使用使用  .NET SDK  .NET SDK 获获取取报报表表

可以使用 .NET SDK 检索报表列表，而不用直接调用 REST API。 下面的代码示例演示如何列出报表。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var token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ACCESS TOKEN>, "Bearer");

// Create a Power BI Client object. It is used to call Power BI APIs.
using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new Uri(ApiUrl), tokenCredentials))
{
    // Get the first report all reports in that workspace
    ODataResponseListReport reports = client.Reports.GetReports();

    Report report = reports.Value.FirstOrDefault();

    var embedUrl = report.EmbedUrl;
}

使用使用  JavaScript  JavaScript 加加载报载报表表

<!-- Embed Report-->
<div> 
    <asp:Panel ID="PanelEmbed" runat="server" Visible="true">
        <div>
            <div><b class="step">Step 3</b>: Embed a report</div>

            <div>Enter an embed url for a report from Step 2 (starts with https://):</div>
            <input type="text" id="tb_EmbedURL" style="width: 1024px;" />
            <br />
            <input type="button" id="bEmbedReportAction" value="Embed Report" />
        </div>

        <div id="reportContainer"></div>
    </asp:Panel>
</div>

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将报表加载到网页上的 div 元素中。

下面的代码示例演示如何从给定工作区检索报表。

示例应用程序的 Default.aspx 文件中提供了加载要嵌入的内容项（报表、仪表板和磁贴）的示例**。

Site.master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
    // client side click to embed a selected report.
    var e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EmbedReportAction");
    if (el.addEventListener) {
        el.addEventListener("click", updateEmbedReporte, false);
    } else {
        el.attachEvent('onclick', updateEmbedReport);
    }

    // handle server side post backs, optimize for reload scenarios
    // show embedded report if all fields were filled in.
    var accessTokenElemen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ainContent_accessTokenTextbox');
    if (accessTokenElement !== null) {
        var accessToken = accessTokenElement.value;
        if (accessToken !== "")
            updateEmbedReport();
    }
};

// update embed report
function updateEmbedReport() {

    // check if the embed url was selected
    var embedUr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b_EmbedURL').value;
    if (embedUrl === "")
        return;

    // get the access token.
    accessToke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ainContent_accessTokenTextbox').value;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
Configuration-Details.
    var config = {
        type: 'report',
        accessToken: accessToken,
        embedUrl: embedUrl
    };

    // Grab the reference to the div HTML element that will host the report.
    var report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portContainer');

    // Embed the report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report = powerbi.embed(reportContainer, config);

    // report.on will add an event handler which prints to Log window.
    report.on("error", function (event) {
        var logView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ogView');
        logView.innerHTML = logView.innerHTML + "Error<br/>";
        logView.innerHTML = logView.innerHTML + JSON.stringify(event.detail, null, "  ") + "<br/>";
        logView.innerHTML = logView.innerHTML + "---------<br/>";
    }
  );
}

使用 Power BI Premium 专用容量

创创建建专专用容量用容量

现在你已完成应用程序的开发，接下来请回到应用工作区了解专用容量。

通过创建专用容量，则可获得在应用工作区中拥有内容专用资源这一优势。 可使用 Power BI Premium 创建专用容
量。



容量容量节节点点

总总虚虚拟拟核心核心

（后端（后端  + 前端）前端） 后端后端  V 核心核心 前端前端  V 核心核心
DIRECTQUERY/实实
时连时连接限制接限制

高峰高峰时间时间的最大的最大显显

示示页页数数

EM1 1 个虚拟核心 5 个 V 核心，10
GB RAM

0.5 个虚拟核心 每秒 3.75 150-300

EM2 2 个虚拟核心 1 个 V 核心，10
GB RAM

1 个虚拟核心 每秒 7.5 301-600

EM3 4 个虚拟核心 2 个虚拟核心，10
GB RAM

2 个虚拟核心 每秒 15 个 601-1,200

P1 8 个虚拟核心 4 个虚拟核心，25
GB RAM

4 个虚拟核心 每秒 30 个 1,201-2,400

P2 16 个虚拟核心 8 个虚拟核心，50
GB RAM

8 个虚拟核心 每秒 60 个 2,401-4,800

P3 32 个虚拟核心 16 个虚拟核
心，100 GB RAM

16 个虚拟核心 每秒 120 个 4,801-9600

P4 64 个 V 核心 32 个 V 核
心，200 GB RAM

32 个虚拟核心 每秒 240 个 9601-19200

P5 128 个 V 核心 64 个 V 核
心，400 GB RAM

64 个 V 核心 每秒 480 个 19201-38400

为应为应用工作区分配用工作区分配专专用容量用容量

下表列出了 Office 365 中可用的 Power BI Premium SKU。

借助 EM SKU，可以可以在尝试使用 MS Office 应应用用  嵌入内容时使用免费的 Power BI 许可证访问内容，但在使用
Powerbi.com 或 Power BI 移移动动版版  时不能使用免不能使用免费费的的  Power BI 许许可可证访问证访问内容内容。

借助 P SKU，可以可以在尝试使用 MS Office 应应用用、Powerbi.com 或 Power BI 移移动动版版  嵌入内容时，使用免费的
Power BI 许可证访问内容。

创建专用容量后，可将该专用容量分配给应用工作区。 要完成此操作，请按照下列步骤执行。

1. 在“Power BI 服务”中，展开工作区并针对要嵌入内容的工作区选择相应省略号。 然后选择“编辑工作区”。

2. 展开“高级”，启用“专用容量”，然后选择所创建的专用容量。 然后，选择“保存”。



管理员设置

后续步骤

3. 选择“保存”后，应用工作区名称旁边应显示一个钻石形状。

全局管理员或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可以为租户启用或禁用 REST API。 Power BI 管理员可以为整个组织或各个安
全组设定此设置。 默认情况下，为整个组织启用此功能。 可以通过 Power BI 管理门户执行此操作。

本教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Power BI 组织帐户将 Power BI 内容嵌入应用程序。 现在，你可以尝试使用应用将 Power
BI 内容嵌入应用程序。 还可以尝试为客户嵌入 Power BI 内容。

从应用嵌入内容

为客户嵌入内容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教程：将 Power BI 仪表板、磁贴或报表嵌入主权云应
用程序中
2018/8/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下载示例

了解如何在为客户嵌入内容时，通过调用 Power BI .Net SDK 和 Power BI JavaScript API，将仪表板、磁贴或报表集
成到或嵌入 Web 应用中。 这通常是一种 ISV 方案。

Power BI 还支持主权（私有）云。

不同主权云包括：

美国政府社区云 (GCC)

美 国 军事承包商 (DoDCON)

美 国 军事 (DoD)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

Power BI for China 云

若要开始本演练，需要一个 Power BI 帐户。 如果未设置帐户，则可以根据主权云类型，注册美国政府 Power BI 帐
户、Power BI for Germany 云帐户或 Power BI for China 云帐户。

要改为为组织嵌入仪表板？ 请参阅为组织将仪表板集成到应用中。

若要将仪表板集成到 Web 应用，请使用 Power BI API 和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D) 授权访问访问令牌令牌来获取仪表
板。 然后，使用嵌入令牌加载仪表板。 Power BI API 向特定 Power BI 资源提供编程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Power BI REST API、Power BI .NET SDK 和 Power BI JavaScript API。

本文展示了 GitHub 上“为客户嵌入内容”示例中使用的代码。 若要按照此演练操作，可以下载这个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sample-for-customers-sovereign-clouds.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ower-bi-germany/?ru=https%3A%2F%2Fapp.powerbi.de%2F%3FnoSignUpCheck%3D1
http://www.21vbluecloud.com/powerbi/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integrate-dashboar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CShar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PowerBIEmbedded_AppOwnsData


<add key="authorityUrl" value="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
<add key="resourceUrl" value="https://analysis.usgovcloudapi.net/powerbi/api" />
<add key="apiUrl" value="https://api.powerbigov.us/" />
<add key="embedUrlBase" value="https://app.powerbigov.us" />

<add key="authorityUrl" value="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
<add key="resourceUrl" value="https://high.analysis.usgovcloudapi.net/powerbi/api" />
<add key="apiUrl" value="https://api.high.powerbigov.us/" />
<add key="embedUrlBase" value="https://app.high.powerbigov.us" />

<add key="authorityUrl" value="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
<add key="resourceUrl" value="https://mil.analysis.usgovcloudapi.net/powerbi/api" />
<add key="apiUrl" value="https://api.mil.powerbigov.us/" />
<add key="embedUrlBase" value="https://app.mil.powerbigov.us" />

<add key="authorityUrl" value=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de/common/oauth2/authorize/" />
<add key="resourceUrl" value="https://analysis.cloudapi.de/powerbi/api" />
<add key="apiUrl" value="https://api.powerbi.de/" />
<add key="embedUrlBase" value="https://app.powerbi.de" />

<add key="authorityUrl" value=https://login.chinacloudapi.cn/common/oauth2/authorize/" />
<add key="resourceUrl" value="https://analysis.chinacloudapi.cn/powerbi/api" />
<add key="apiUrl" value="https://api.powerbi.cn/" />
<add key="embedUrlBase" value="https://app.powerbi.cn" />

政府社区云 (GCC)：
1. 使用 GCCCloud.config 内容覆盖 Cloud.config 文件。
2.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新 clientid（本机应用客户端 ID）、groupid、用户（你的主用户）和密码。
3. 如下所示，在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 GCC 参数。

军事承包商 (DoDCON)：
1. 使用 TBCloud.config 内容覆盖 Cloud.config 文件。
2.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新 clientid（本机应用客户端 ID）、groupid、用户（你的主用户）和密码。
3. 如下所示，在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 DoDCON 参数。

军事 (DoD)：
1. 使用 PFCloud.config 内容覆盖 Cloud.config 文件。
2.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新 clientid（本机应用客户端 ID）、groupid、用户（你的主用户）和密码。
3. 如下所示，在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 DoDCON 参数。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参数
1. 使用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内容覆盖 Cloud.config 文件。
2.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新 clientid（本机应用客户端 ID）、groupid、用户（你的主用户）和密码。
3.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参数，如下所示。

Power BI for China 云参数
1. 使用 Power BI for China 云内容覆盖 Cloud.config 文件。
2.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新 clientid（本机应用客户端 ID）、groupid、用户（你的主用户）和密码。
3. 在 web.config 文件中添加 Power BI for China 云参数，如下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blob/master/App Owns Data/PowerBIEmbedded_AppOwnsData/CloudConfigs/Power BI operated by 21Vianet in China/Cloud.config


步骤 1 - 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

第 2 步 - 从 Azure AD 获取访问令牌

第 3 步 - 获取内容项

使用使用访问访问令牌令牌创创建建  Power BI  Power BI 客客户户端端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Microsoft.Rest;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var token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authenticationResult.AccessToken, "Bearer");

// Create a Power BI Client object. This is used to call the Power BI APIs.
using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new Uri(ApiUrl), tokenCredentials))
{
    // Your code to embed items.
}

获获取要嵌入的内容取要嵌入的内容项项

必须先向 Azure AD 注册应用程序，才能执行 REST API 调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 Azure AD 应用以便嵌入
Power BI 内容。 由于存在不同的主权云附属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不同的 URL 来注册应用程序。

政府社区云 (GCC) - https://app.powerbigov.us/apps

军事承包商 (DoDCON) - https://app.high.powerbigov.us/apps

军事 (DoD) - https://app.mil.powerbigov.us/apps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 - https://app.powerbi.de/apps

Power BI for China 云 - https://app.powerbi.cn/apps

如果已下载“为客户嵌入内容”示例，请使用注册后获取的客客户户端端  ID，以便此示例能够进行 Azure AD 身份验证。 若
要配置此示例，请在 web.config 文件中更改客户端 ID。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先从 Azure AD 获取访问访问令牌令牌，然后才能调用 Power BI REST API。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对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获取 Power BI 应用的 Azure AD 访问令牌。 由于存在不同的主权云附属关系，因此可以通过
不同的 URL 来获取应用程序的访问令牌。

政府社区云 (GCC) -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军事承包商 (DoDCON) - http://login.microsoftonline.us

军事 (DoD) -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us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 -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de

Power BI for China 云 -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n

若要查看相关示例，可以参阅 Controllers\HomeController.cs 中的每个内容项任务。

若要嵌入 Power BI 内容，需要执行几项操作，以确保能够正确嵌入内容。 虽然可以直接通过 REST API 完成所有这
些步骤，但示例应用程序和本文中的示例都使用 .NET SDK。

你希望使用访问令牌创建 Power BI 客户端对象，以便能够与 Power BI API 进行交互。 为此，使用
Microsoft.Rest.TokenCredentials 对象包装 AccessToken。

使用 Power BI 客户端对象检索对要嵌入的项的引用。 可以嵌入仪表板、磁贴或报表。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如何从给
定工作区检索首个仪表板、磁贴或报表。

https://app.powerbigov.us/apps
https://app.high.powerbigov.us/apps
https://app.mil.powerbigov.us/apps
https://app.powerbi.de/apps
https://app.powerbi.cn/app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http://login.microsoftonline.us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us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de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n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GroupID where the dashboard resides.
ODataResponseListDashboard dashboards = client.Dashboards.GetDashboardsInGroup(GroupId);

// Get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group.
Dashboard dashboard = dashboards.Value.FirstOrDefault();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To retrieve the tile, you first need to retrieve the dashboard.

//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GroupID where the dashboard resides.
ODataResponseListDashboard dashboards = client.Dashboards.GetDashboardsInGroup(GroupId);

// Get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group.
Dashboard dashboard = dashboards.Value.FirstOrDefault();

// Get a list of tiles from a specific dashboard
ODataResponseListTile tiles = client.Dashboards.GetTilesInGroup(GroupId, dashboard.Id);

// Get the first tile in the group.
Tile tile = tiles.Value.FirstOrDefault();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GroupID where the dashboard resides.
ODataResponseListReport reports = client.Reports.GetReportsInGroupAsync(GroupId);

// Get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group.
Report report = reports.Value.FirstOrDefault();

创创建嵌入令牌建嵌入令牌

IMPORTANTIMPORTANT

有关示例，请参阅“应用拥有数据”示例的 Controllers\HomeController.cs。

仪仪表板表板

磁磁贴贴

报报表表

需要生成嵌入令牌，以便能够通过 JavaScript API 使用此令牌。 嵌入令牌特定于要嵌入的项。 也就是说，只要嵌入
Power BI 内容，就需要为其新建嵌入令牌。 有关详细信息（包括要使用哪个 accessLevel），请参阅 Embed Token（嵌
入令牌）。

由于嵌入令牌仅用于开发测试，因此 Power BI 主帐户生成的嵌入令牌数量有限。 对于嵌入生产方案，必须购买容量。 购买容量
后便不会限制嵌入令牌生成。

有关示例，请参阅“为组织嵌入内容”示例的 Controllers\HomeController.cs。

假设为 EmbedConfig 和 TileEmbedConfig 创建了类。 Models\EmbedConfig.cs 和 Models\TileEmbedConfig.cs 中
提供了相关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veloper/embedded-faq#technica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Generate Embed Token.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accessLevel: "view");
EmbedToken tokenResponse = client.Dashboards.GenerateTokenInGroup(GroupId, dashboard.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Generate Embed Configuration.
var embedConfig = new EmbedConfig()
{
    EmbedToken = tokenResponse,
    EmbedUrl = dashboard.EmbedUrl,
    Id = dashboard.Id
};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Generate Embed Token for a tile.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accessLevel: "view");
EmbedToken tokenResponse = client.Tiles.GenerateTokenInGroup(GroupId, dashboard.Id, tile.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Generate Embed Configuration.
var embedConfig = new TileEmbedConfig()
{
    EmbedToken = tokenResponse,
    EmbedUrl = tile.EmbedUrl,
    Id = tile.Id,
    dashboardId = dashboard.Id
};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 Generate Embed Token.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accessLevel: "view");
EmbedToken tokenResponse = client.Reports.GenerateTokenInGroup(GroupId, report.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Generate Embed Configuration.
var embedConfig = new EmbedConfig()
{
    EmbedToken = tokenResponse,
    EmbedUrl = report.EmbedUrl,
    Id = report.Id
};

第 4 步 - 使用 JavaScript 加载项

仪仪表板表板

磁磁贴贴

报报表表

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将仪表板载入网页上的 div 元素。 此示例对仪表板、磁贴或报表使用
EmbedConfig/TileEmbedConfig 模型和视图。 有关使用 JavaScript API 的完整示例，可以参阅 Microsoft Power BI
嵌入示例。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script src="~/scripts/powerbi.js"></script>
<div id="dashboardContainer"></div>
<script>
    // Read embed application token from Model
    var accessToken = "@Model.EmbedToken.Token";

    // Read embed URL from Model
    var embedUrl = "@Html.Raw(Model.EmbedUrl)";

    // Read dashboard Id from Model
    var embedDashboardId = "@Model.Id";

    // Get models. models contains enums that can be used.
    var models = window['powerbi-client'].models;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 This also includes settings and options such as filters.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
Configuration-Details.
    var config = {
        type: 'dashboard',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accessToken: accessToken,
        embedUrl: embedUrl,
        id: embedDashboardId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dashboard HTML element
    var dashboardContainer = $('#dashboardContainer')[0];

    // Embed the dashboard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dashboard = powerbi.embed(dashboardContainer, config);
</script>

“为组织嵌入内容”示例中提供了相关应用示例。

Views\Home\EmbedDashboard.cshtml

Views\Home\EmbedTile.cshtm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script src="~/scripts/powerbi.js"></script>
<div id="tileContainer"></div>
<script>
    // Read embed application token from Model
    var accessToken = "@Model.EmbedToken.Token";

    // Read embed URL from Model
    var embedUrl = "@Html.Raw(Model.EmbedUrl)";

    // Read tile Id from Model
    var embedTileId = "@Model.Id";

    // Read dashboard Id from Model
    var embedDashboardeId = "@Model.dashboardId";

    // Get models. models contains enums that can be used.
    var models = window['powerbi-client'].models;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 This also includes settings and options such as filters.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
Configuration-Details.
    var config = {
        type: 'tile',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accessToken: accessToken,
        embedUrl: embedUrl,
        id: embedTileId,
        dashboardId: embedDashboardeId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tile HTML element
    var tileContainer = $('#tileContainer')[0];

    // Embed the tile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tile = powerbi.embed(tileContainer, config);
</script>

Views\Home\EmbedReport.cshtml



<script src="~/scripts/powerbi.js"></script>
<div id="reportContainer"></div>
<script>
    // Read embed application token from Model
    var accessToken = "@Model.EmbedToken.Token";

    // Read embed URL from Model
    var embedUrl = "@Html.Raw(Model.EmbedUrl)";

    // Read report Id from Model
    var embedReportId = "@Model.Id";

    // Get models. models contains enums that can be used.
    var models = window['powerbi-client'].models;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 This also includes settings and options such as filters.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
Configuration-Details.
    var config = {
        type: 'report',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accessToken: accessToken,
        embedUrl: embedUrl,
        id: embedReportId,
        permissions: models.Permissions.All,
        settings: {
            filterPaneEnabled: true,
            navContentPaneEnabled: true
        }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report HTML element
    var reportContainer = $('#reportContainer')[0];

    // Embed the report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report = powerbi.embed(reportContainer, config);
</script>

后续步骤

可以参考 GitHub 上的示例应用。 上面的示例均以此示例为依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嵌入内容”示
例。

有关 JavaScript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JavaScript API。
有关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for Germany 云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限制和注意事项

GCC 帐户现仅支持 P 和 EM 容量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govde-faq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对 Power BI 已嵌入内容使用行级别安全性
2018/8/2 • • Edit Online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添加角色

行级安全性 (RLS) 可用于限制用户对仪表板、磁贴、报表和数据集中数据的访问。 多个不同的用户都可以在查看不
同的数据时处理这些相同的项目。 嵌入支持 RLS。

如果要为非 Power BI 用户（应用拥有数据）嵌入（通常是 ISV 方案），那本文很适合你！ 将需要配置用于用户和角
色的嵌入令牌。 继续阅读以了解如何执行此操作。

如果要嵌入到组织内的 Power BI 用户（用户拥有数据）中，RLS 的工作方式与它直接在 Power BI 服务中执行的工
作方式相同。 无需在应用程序中进行其他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行级别安全性 (RLS)。

要利用 RLS，务必要了解三个主要概念：用户、角色和规则。 让我们仔细了解每个概念：

用用户户  – 查看项目（仪表板、磁贴、报表或数据集）的最终用户。 在 Power BI Embedded 中，用户由嵌入令牌中的
username 属性进行标识。

角色角色  – 用户属于角色。 角色是规则的容器，并可以命名为“销售经理”或“销售代表”之类的名称。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角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Desktop 行级别安全性 (RLS)。

规则规则  – 角色具有规则，并且这些规则要应用于数据的实际筛选器。 这可以是“Country = USA”这样简单的规则，或
者是更动态的规则。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中，我们将提供编写 RLS 的示例，然后在嵌入应用程序中使用该示例。 我
们的示例使用零售分析示例 PBIX 文件。

我们的零售分析示例显示了零售链中所有商店的销售额。 不借助 RLS，无论哪位地区经理登录和查看报表，他们都
将看到相同的数据。 高级管理人员已经确定每位地区经理只应该看到他们所管理的商店的销售额，要实现此目的，
我们可以使用 RLS。

RLS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进行编写。 当打开数据集和报表时，我们可以切换到关系图视图来查看架构：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ded-row-level-security.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0547


下面介绍了此架构的几个注意事项：

所有度量值（例如，总销售额）均存储在“销售”事实数据表中。

有四个其他的相关维度表：“项目”、“时间”、“商店”和“地区”。

关系行上的箭头指示筛选器从一个表流向另一个表的方式。 例如，如果筛选器位于“时间[日期]”上，在当前
架构中，它将仅筛选出“销售”表中的值。 由于关系行上的所有箭头均指向“销售”表，不会改变，因此，其他表
不会受此筛选器的影响。

“地区”表指示每个区的经理：

根据此架构，如果我们将筛选器应用于“地区”表中的“地区经理”列，并且，如果该筛选器匹配查看报表的用户，筛选
器还将筛选出“存储”和“销售”表，从而仅为该地区经理显示数据。

下面介绍如何操作：

1. 在“建模”选项卡中，选择“管理角色”。

2. 创建名为“经理”的新角色。



将用户和角色应用于签入令牌

// Generate Embed Token.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accessLevel: "view");

var tokenResponse = await client.Reports.GenerateTokenInGroupAsync(GroupId, report.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3. 在“地区”表中，输入以下 DAX 表达式：[District Manager] = USERNAME()。

4. 为确保这些规则有效，请在“建模”选项卡上，选择“以角色身份查看”，然后选择刚刚创建的“经理”角色，以
及“其他用户”。 输入 AndrewMa 作为用户。

报表现在将显示数据，就像以 AndrewMa 的身份登录那样。

应用该筛选器（我们此处进行的操作）将筛选出“地区”、“商店”和“销售”表中的所有记录。 但是，由于“销售”和“时
间”与“销售”和“项目”之间关系的筛选器方向，将不会筛选出“项目”和“时间”表。 要了解有关双向交叉筛选的详细信
息，请下载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16 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双向交叉筛选白皮书。

现在，已经配置了 Power BI Desktop 角色，需要在应用程序中进行某些操作才能利用这些角色。

用户由应用程序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而嵌入令牌用于授予用户对特定 Power BI Embedded 报表的访问权限。
Power BI Embedded 不具备有关用户身份的任何特定信息。 要使 RLS 正常工作，需要以标识的形式，将一些其他
上下文作为嵌入令牌的一部分进行传递。 这通过 Embed Token（嵌入令牌）API 来实现。

API 接受具有相关数据集指示的标识列表。 要使 RLS 正常工作，需要将以下内容作为标识的一部分进行传递。

用用户户名（必填）名（必填）  – 这是一个字符串，可用于在应用 RLS 规则时帮助标识用户。 只能列出单个用户。
角色（必填）角色（必填）  – 一个字符串，包含在应用“行级别安全性”规则时要选择的角色。 如果传递多个角色，则这些角色
应该作为字符串数组传递。

数据集（必需）数据集（必需）– 适用于要嵌入的项目的数据集。

可以通过使用 PowerBIClient.Reports 上的 GenerateTokenInGroup 创建嵌入令牌。

例如，可以更改 PowerBIEmbedded_AppOwnsData 示例。 可将 Home\HomeController.cs 76 和 77 行从：

更新为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2/7/8/2782DF95-3E0D-40CD-BFC8-749A2882E109/Bidirectional cross-filtering in Analysis Services 2016 and Power BI.docx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var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new GenerateTokenRequest("View", null, identities: new 
List<EffectiveIdentity> { new EffectiveIdentity(username: "username", roles: new List<string> { "roleA", 
"roleB" }, datasets: new List<string> { "datasetId" }) });

var tokenResponse = await client.Reports.GenerateTokenInGroupAsync("groupId", "reportId", 
generateTokenRequestParameters);

{
    "accessLevel": "View",
    "identities": [
        {
            "username": "EffectiveIdentity",
            "roles": [ "Role1", "Role2" ],
            "datasets": [ "fe0a1aeb-f6a4-4b27-a2d3-b5df3bb28bdc" ]
        }
    ]
}

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

NOTENOTE

如果调用的是 REST API，更新的 API 现在接受包含用户名、字符串角色列表和字符串数据集列表的名为 identities
的其他 JSON 数组，例如：

现在，将所有组合在一起后，当有人登录应用程序查看此项目时，他们将只能查看允许他们查看的数据，正如我们

的行级别安全性所定义的那样。

行级别安全性可用于本地服务器的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 使用这种类型的连接时，应该了解一些具体的概
念。

为用户名属性提供的有效标识必须是具有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操作权限的 Windows 用户。

本地数据网关配置本地数据网关配置

在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时，将使用本地数据网关。 当生成嵌入令牌时，如果列出标识，则主帐户需要列
为网关的管理员。 如果主帐户未列出，则行级别安全性不会正确应用到数据。 网关的非管理员可以提供角色，但必
须为有效标识指定其自己的用户名。

使用角色使用角色

可以在嵌入令牌中通过标识提供角色。 如果没有提供角色，则提供的用户名将用于解析相关角色。

使用使用  CustomData 功能功能

CustomData 功能允许使用 CustomData 连接字符串属性传递自定义文本，供 AS（通过 CUSTOMDATA() 函数）使
用。 这种方法可以用作自定义数据消耗的替代方法。 可以在角色 DAX 查询中使用它，并且可以在度量值 DAX 查
询中使用，而无需任何角色。 CustomData 功能属于令牌生成功能，适用于以下项目：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仪表板
可以具有多个 CustomData 标识（每个磁贴/模型一个）。

CustomData 功能仅适用于驻留在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模型，并且仅适用于实时模式。 与用户和角色不同的是，自定
义数据功能不能在 .pbix 文件中设置。 使用自定义数据功能生成令牌时，必须拥有用户名。

CustomData SDK 添加件添加件

CustomData 字符串属性已添加到令牌生成方案中的有效标识。



    [JsonProperty(PropertyName = "customData")]
    public string CustomData { get; set; }

    public EffectiveIdentity(string username, IList<string> datasets, IList<string> roles = null, string 
customData = null);

{
    "accessLevel": "View",
    "identities": [
        {
            "username": "EffectiveIdentity",
            "roles": [ "Role1", "Role2" ],
            "customData": "MyCustomData",
            "datasets": [ "fe0a1aeb-f6a4-4b27-a2d3-b5df3bb28bdc" ]
        }
    ]
}

注意事项和限制

借助以下调用，可使用自定义数据创建标识：

CustomData SDK 用法用法

如果要调用 REST API，则可以在每个标识中添加自定义数据，例如：

使用嵌入令牌时，在 Power BI 服务中向角色分配用户不会影响 RLS。
虽然 Power BI 服务不会将 RLS 设置应用于管理员或具有编辑权限的成员，当提供具有嵌入令牌的标识时，它
将应用于数据。

本地服务器支持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支持按角色筛选，但不支持按用户名动态筛选。 可使用 CustomData 执行动
态筛选。

如果基础数据集不需要 RLS，则 GenerateToken 请求不得包含有效的标识。
如果基础数据集是云模型（缓存的模型或 DirectQuery），则有效的标识必须至少包含一个角色，否则不会发生角
色分配。

使用标识列表可以嵌入仪表板的多个标识标记。 对于其他所有项目，该列表包含单个标识。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有关 Power BI Embedded 的常见问题
2018/8/14 • • Edit Online

常规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是什么是什么??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目的目标标受众是受众是谁谁？？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与与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与与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之之间间的区的区别别是什么？是什么？

Microsoft Microsoft 建建议议客客户购买户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还还是是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我可以我可以创创建多少嵌入令牌？建多少嵌入令牌？

技术

Azure Azure 中的中的  A SKU  A SKU 与与  Office 365  Office 365 中的中的  EM SKU  EM SKU 之之间间有什么区有什么区别别？？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请尝试询问 Power BI 社区。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通过 Microsoft Power BI Embedded，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将令人震撼的完全交互式报表、仪表板和磁贴嵌入到应用
程序中，无需花费时间和费用重新生成自己的数据可视化和控件。

生产自己的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和软件公司，称为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Power BI Embedded 适用于以下 ISV 或开发人员：正在构建应用程序和希望将视觉对象嵌入到这些应用程序中，以
帮助他们的客户做出决策，而无需从头开始构建分析解决方案。 嵌入式分析使业务用户能够访问业务数据并执行查
询，以在应用程序中使用这些数据获得洞察力。

另一方面，Power BI 则是一种“软件即服务”分析解决方案，为组织提供最关键业务数据的单一视图。

对于需要一个完整的 BI 解决方案的企业而言，Power BI Premium 可以根据它们的需要调整容量，从而提供组织、
合作伙伴、客户和供应商的单一视图。 Power BI Premium 可以帮助组织做出决策。 Power BI Premium 是一款
SaaS 产品，能够让用户通过 Power BI 门户、移动应用和内部开发的应用使用内容。

Power BI Embedded 适用于正在构建应用程序和希望将视觉对象嵌入到这些应用程序中的 ISV 或开发人员。 由于
Power BI Embedded 适用于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应用程序的客户可以使用存储在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上的内
容（包括组织内外的任何人），因此 Power BI Embedded 能帮助你的客户做出决策。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内容
不能通过“一键式发布到 Web”或“一键式发布到 SharePoint”进行共享，并且不支持 SSRS 报告。

Microsoft 建议企业购买企业级自助服务云 BI 解决方案 Power BI Premium，建议 ISV 购买云助力的嵌入式分析组
件 Power BI Embedded。 但是，客户可以购买哪种产品没有限制。

在某些情况下，ISV（通常是大型 ISV）可能希望使用 P SKU 在组织内获得预打包 Power BI 服务的额外好处，并嵌入
它们的应用程序中。 当然，如果有些企业只是对构建业务线应用程序和嵌入分析感兴趣，并且对使用预打包 Power
BI 服务不感兴趣，它们可能会决定在 Azure 中使用 A SKU。

使用 PRO 许可证的嵌入令牌仅用于开发测试，因此 Power BI 主帐户生成的嵌入令牌数量有限。 必须购买容量才能
嵌入生产环境。 购买容量后便不会限制生成嵌入令牌的数量。 转到可用功能查看使用量值，该值以百分比表示当前
嵌入使用量。

PowerBI.com 是一个企业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即服务套餐中的许多功能，例如社交协作、电子邮件订阅等

Power BI Embedded 是一组 API，可供开发人员在平台即服务产品中创建嵌入式分析解决方案。 对于嵌入式分析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ded-faq.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availablefeatures


功能功能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容量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容量

(A SKU) (EM SKU) (P SKU)

从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嵌入
项目

Azure 容量 Office 365 容量 Office 365 容量

在嵌入应用程序中使用

Power BI 报表
是 是 是

在 SharePoint 中使用 Power
BI 报表

否 是 是

在 Dynamics 中使用 Power
BI 报表

否 是 是

在 Teams 中使用 Power BI 报
表

否 是 是

在 Powerbi.com 和 Power BI
移动版中使用免费的 Power
BI 许可证访问内容

否 否 是

使用 MS Office 应用中嵌入
的免费 Power BI 许可证访问
内容

否 是 是

Power BI Power BI 现现在提供用于嵌入的三个在提供用于嵌入的三个  SKU SKU：：A SKUA SKU、、EM SKU EM SKU 和和  P SKU P SKU。。   应该为应该为我的方案我的方案购买购买哪一个？哪一个？

A SKU (POWER BI EMBEDDED) EM SKU (POWER BI PREMIUM) P SKU (POWER BI PREMIUM)

购买 Azure 门户 Office Office

用例 * 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嵌入
内容

* 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嵌入
内容

* 在其他 MS Office 应用程序
（SharePoint、Teams、Dynami
cs 365）中嵌入内容

* 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嵌入
内容

* 在其他 MS Office 应用程序
（SharePoint、Teams、Dynami
cs 365）中嵌入内容
* 通过 Power BI 服务与
Power BI 用户共享内容

账单 每小时 每月 每月

承诺 无承诺 每年 每月/每年

区别 全弹性 - 可以在 Azure 门户
中或通过 API 纵向/横向扩
展、暂停/恢复资源

可用于在 SharePoint Online
和 Microsoft Teams 中嵌入内
容

合并嵌入在应用程序中并在

相同的容量中使用 Power BI
服务

在在  Azure  Azure 中中创创建建  PBIE  PBIE 容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容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案，应使用 PowerBI.com 帮助 ISV 和开发人员管理他们的嵌入式分析解决方案内容和租户级设置。

以下是可能用于各项的部分差异列表。

需要登录到组织目录（不支持 MSA 帐户）。
需要有 Power BI 租户，即目录中至少有一个用户注册了 Power BI。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egrate-power-bi-reports-in-sharepoint-onli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teams-up-with-microsoft-team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dynamics365/customer-engagement/basics/add-edit-power-bi-visualizations-dashboar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integrate-power-bi-reports-in-sharepoint-onli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teams-up-with-microsoft-team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dynamics365/customer-engagement/basics/add-edit-power-bi-visualizations-dashboar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


如何如何监视监视容量消耗量？容量消耗量？

我的容量我的容量缩缩放是否会自放是否会自动调动调整以适整以适应应应应用消耗量？用消耗量？

为为什么什么创创建建//缩缩放放//恢复容量会恢复容量会导导致将容量置于挂起状致将容量置于挂起状态态？？

为为什么只能在特定区域什么只能在特定区域创创建建  PBIE PBIE？？

如何找到我的如何找到我的  PBI  PBI 租租户户区域内容？区域内容？

通信通信顺顺序序进进程程  (CSP)  (CSP) 通道支持什么内容？通道支持什么内容？

为为什么收到不受支持的什么收到不受支持的帐户帐户消息？消息？

是否可以使用是否可以使用  API  API 创创建和管理建和管理  Azure  Azure 的容量？的容量？

需要在组织目录中有 Azure 订阅。

在近期路线图上通过 Azure 监视。 作为 Azure 资源的 Power BI Embedded 包括监视将显示运行状况和使用情况的
KPI。

虽然现在没有自动缩放，但是所有 API 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缩放。

预配容量（缩放/恢复/创建）可能会失败。 预配调用的调用方应使用获取详细信息 API（容量 - 获取详细信息）检查容
量的预配状态。

你只能为 PBI 租户区域创建 PBIE 容量。

可使用 PBI 门户了解 PBI 租户区域的内容。

https://app.powerbi.com/ > ? > 关于 Power BI

 

可以为订阅类型为 CSP 的租户创建 PBIE
合作伙伴帐户可以登录到客户租户并为将客户租户用户指定为 Power BI 容量管理员的客户租户购买 PBIE

Power BI 要求使用组织帐户注册。 不支持使用 MSA（Microsoft 帐户）注册 Power BI。

是，可使用 Powershell cmdlet 和 ARM API 创建和管理 PBIE 资源。

Rest API -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ded/
Powershell cmdlet -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azurerm.powerbiembedde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ded/capacities/getdetail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ded/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azurerm.powerbiembedded/


PBI Embedded PBI Embedded 解决方案中的解决方案中的  PBI Embedded  PBI Embedded 专专用容量角色是什么？用容量角色是什么？

什么是可使用什么是可使用  PBI Embedded  PBI Embedded 的的  Azure  Azure 区域？区域？

什么是什么是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身份的身份验证验证模型？模型？

我的我的应应用程序已使用用程序已使用  AAD  AAD 进进行用行用户户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对对““用用户拥户拥有数据有数据””方案中的方案中的  Power BI  Power BI 进进行身份行身份验证时验证时，如何才，如何才

能使用此能使用此标识标识？？

var context = new AD.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l);
var userAssertion = new AD.UserAssertion(userAccessToken);
var clientAssertion = new AD.ClientAssertionCertificate(MyAppId, MyAppCertificate)
var authenticationResult = await context.AcquireTokenAsync(resourceId, clientAssertion, userAssertion);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与其他与其他  Azure  Azure 服服务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

支持什么部署区域？支持什么部署区域？

为了将解决方案提升到生产，需要 Power BI 内容（在要分配给专用容量的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应用工作区）。

PAM (EcoManager) - 请参阅“产品可用性管理器”

可用性区域（16 个 - 与 Power BI 的区域相同）

美国（6 个）- 美国东部、美国东部 2，美国中北部、美国中南部、美国西部、美国西部 2
欧洲（2 个）- 北欧、西欧
亚太地区（2 个）- 东南亚、东亚
巴西（1 个）- 巴西南部
日本（1 个）- 日本东部
澳大利亚（1 个）- 澳大利亚东南部
印度（1 个）- 印度西部
加拿大（1 个）- 加拿大中部
英国（1 个）- 英国南部

Power BI Embedded 将继续使用 Azure AD 对主用户（指定的 Power BI Pro 许可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进而对
Power BI 中的应用程序进行身份验证。

应用程序用户的身份验证和授权将由 ISV 执行，ISV 可以为其应用程序实施自己的身份验证。

如果你已有 Azure AD 租户，则可以使用现有的目录，也可以创建新的 Azure AD 租户以确保你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内容安全。

若要获取 AAD 令牌，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库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
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libraries) 之一。 有适用于多个平台的客户端库。

它是标准 OAuth 代理流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
authentication-scenarios#web-application-to-web-api) 需要配置应用程序，使其具有访问 PowerBI 服务的权限（在
要求的范围内），用户获得应用令牌后，只需使用用户访问令牌调用 ADAL API AcquireTokenAsync 并将 PowerBI
资源 URL 指定为资源 ID 即可，请参阅以下代码片段了解操作方法：

购买 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 之前，ISV/开发人员必须拥有 Power BI 帐户。 你的 Power BI Embedded 部
署区域由你的 Power BI 帐户决定。 管理你在 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 资源，以便：

纵向/横向扩展
添加容量管理员

暂停/恢复服务

使用 PowerBI.com 将工作区分配/取消分配给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澳大利亚东南部、巴西南部、加拿大中部、美国东部 2、印度西部、日本东部、美国中北部、欧洲北部、美国中南部、
亚洲东南部、英国南部、欧洲西部、美国西部和美国西部 2。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step-3-promote-your-solution-to-production
https://ecosystemmanager.azurewebsites.net/home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librarie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authentication-scenarios#web-application-to-web-api


可以嵌入哪种可以嵌入哪种类类型的内容包数据？型的内容包数据？

许可

如何如何购买购买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如果我已如果我已经购买经购买了了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现现在我想要在我想要获获得在得在  Azure  Azure 中使用中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某些好的某些好处处，会，会发发

生什么？生什么？

我是否仍需要我是否仍需要购买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才能才能访问访问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采的采购购承承诺诺是什么？是什么？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使用情况如何体的使用情况如何体现现在我的在我的账单账单上？上？

谁谁需要需要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的  Power BI Pro  Power BI Pro 许许可可证证，，为为什么？什么？

开始我可以免开始我可以免费费使用使用吗吗？？

可以在可以在  Azure  Azure 中中获获得得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的的试试用体用体验吗验吗？？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是否适用于主是否适用于主权权云（美国政府版、德国版、中国版）？云（美国政府版、德国版、中国版）？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是否适合非是否适合非营营利利组织组织和教育机构？和教育机构？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
什么是什么是  Power BI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工作区集合？

如何从如何从  Power BI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到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无法嵌入基于内容包数据集创建的仪表板和磁贴，但可嵌入基于内容包数据集创建的报表。

Power BI Embedded 是通过 Azure 提供的。

客户将继续支付任何现有的 Power BI Premium 购买费用，直到他们当前的协议期结束，然后可能会根据当时的需
要切换 Power BI Premium 采购。

不是，Power BI Embedded 包括基于 Azure 的容量，你需要部署并解决方案分发给客户。

客户可以按小时为单位更改使用情况。 Power BI Embedded 服务没有月承诺或年承诺。

根据部署的节点类型，Power BI Embedded 按可预测的每小时费用收费。 请注意，只要资源处于活动状态，那么即
使没有使用也需要付费。 要停止计费，则需要主动暂停资源。

任何需要将报表添加到 Power BI 工作区的分析师、任何需要使用 REST API 的开发人员、任何需要管理 Power BI
租户和容量的租户管理员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由于 Power BI Embedded 允许使用 Power BI 门户来管理和验证嵌入式内容，因此需要使用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对 PowerBI.com 内部的应用进行身份验证，这样才能访问相应存储库中的报表。

但是，对于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创建/编辑嵌入的报表，最终用户无需 Pro 许可证，因为其根本不是 Power BI 用户。

可以，你可以对 Power BI Embedded 使用你的 Azure 信用额度

由于 Power BI Embedded 是 Azure 的一部分，可以利用注册 Azure 时获得的 200 美元信用额度使用该服务。

Power BI Embedded 可用于某些主权云。 它仍不适用于中国版云。

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可以购买 Azure。 Azure 对于这些类型的客户没有特殊定价。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Power BI Embedded 版本 1）是一种基于“Power BI 工作区集合”Azure 资源的解决方案。 此
解决方案允许使用“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下的 Power BI 内容、专用的 API 和用于向 Power BI 验证应用程
序的工作区集合密钥，为客户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应用程序。

1. 可以使用迁移工具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克隆到 Power BI -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
bi/developer/migrate-from-powerbi-embedded#content-migration。

2. 从使用 Power BI 内容的 Power BI Embedded 应用程序 POC 开始操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Create-Report-in-Embed-View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veloper/migrate-from-powerbi-embedded#content-migration%E3%80%82


NOTENOTE

Power BI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是否将要被弃用？工作区集合是否将要被弃用？

何何时时停止停止  Power BI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支持？工作区集合支持？

可以在哪些区域可以在哪些区域创创建建  PBI  PBI 工作区集合？工作区集合？

为为什么什么应应当从当从  PBI  P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到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用于嵌入的载入体验工具

什么是什么是载载入体入体验验工具？工具？

应选择应选择哪种解决方案？哪种解决方案？

我已下我已下载载示例示例应应用，用，应选择应选择哪种解决方案？哪种解决方案？

如何如何编辑编辑已注册的已注册的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如何如何编辑编辑我的我的  Power BI  Power BI 用用户户配置文件或数据？配置文件或数据？

3. 为生产做好准备后，购买 Power BI Embedded 专用容量，并将你的 Power BI 内容（工作区）分配给该容量。

当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解决方案并行生成时，可以继续使用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 准备就绪后，可以让客户迁移到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解决方案，停用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如何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是的，但是已在使用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的客户可以继续使用它，直到它被弃用。 客户还可以创建新的
工作区集合，以及任何仍使用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的 Power BI Embedded 应用程序。

但是，这也意味着新功能不会添加到任何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建议客户规划迁移到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解决方案。

已在使用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解决方案的客户可以继续使用它，直至 2018 年 6 月底或直至其支持协议结束。

可用区域有：澳大利亚东南部、巴西南部、加拿大中部、美国东部 2、日本东部、美国中北部、欧洲北部、美国中南
部、亚洲东南部、英国南部、欧洲西部、印度西部和美国西部。

Power BI Embedded 解决方案中引入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无法实现的新特性和新功能。

一些功能为：

支持所有 PBI 数据源，而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仅支持两个数据源。
Power BI Embedded 解决方案支持诸如常见问题、刷新、书签、仪表板和磁贴嵌入、自定义菜单等新功能。
容量计费模型。

通过载入体验工具，可快速开始并下载示例应用程序，以便开始使用 Power BI 进行嵌入。

通过为客户嵌入内容，可为没有 Power BI 帐户的用户嵌入仪表板和报表。 运行为客户嵌入解决方案。
通过为组织嵌入内容，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运行为组织嵌入解决方案。

如果使用“为客户嵌入”体验，请保存并解压缩 PowerBI-Developer-Samples.zip 文件。 然后打开 PowerBI-
Developer-Samples-master\App Owns Data 文件夹并运行 PowerBIEmbedded_AppOwnsData.sln 文件。

如果使用“为组织嵌入”体验，请保存并解压缩 PowerBI-Developer-Samples.zip 文件。 然后打开 PowerBI-
Developer-Samples-master\App Owns Data\integrate-report-web-app 文件夹并运行 pbi-saas-embed-report.sln
文件。

可以在这里了解如何编辑已注册的 AAD 应用程序。

可以在这里了解如何编辑 Power BI 数据。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developer/migrate-from-powerbi-embedded
https://aka.ms/embedsetup
https://aka.ms/embedsetup/AppOwnsData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integrating-applications#updating-an-applic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basic-concept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嵌入应用程序疑难解答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权限
2018/6/27 • • Edit Online

权限范围

显显示名称示名称 说说明明 范范围值围值

查看所有数据集 该应用可以查看已登录用户的所有数据

集以及该用户有权访问的数据集。

Dataset.Read.All

读写所有数据集 该应用可以查看和写入已登录用户的所

有数据集以及该用户有权访问的数据

集。

Dataset.ReadWrite.All

将数据添加到用户的数据集（预览） 对应用授予添加或删除用户的数据集行

的访问权限。 此权限不会对应用授予访
问用户数据的权限。

Data.Alter_Any

创建内容（预览） 应用可以自动为用户创建内容和数据

集。

Content.Create

查看用户组 该应用可以查看已登录用户所属的所有

组。

Group.Read

查看所有组 该应用可以查看已登录用户所属的所有

组。

Group.Read.All

查看所有仪表板（预览） 该应用可以查看已登录用户的所有仪表

板以及该用户有权访问的仪表板。

Dashboard.Read.All

查看所有报表（预览） 该应用可以查看已登录用户的所有报表

以及该用户有权访问的报表。 该应用还
可以查看报表数据及其结构。

Report.Read.All

读取和写入所有报表 该应用可以查看和写入已登录用户的所

有报表以及该用户有权访问的任何报

表。 这不提供创建新报表的权限。

Report.ReadWrite.All

NOTENOTE

请求权限

Power BI 权限使应用程序能够代表用户执行某些操作。 所有权限均必须经过用户批准才有效。

首次尝试登录用户的页面时，应用程序可以请求权限，通过在该调用的范围参数中传入所请求的权限实现。 如果授
予了该权限，则将向该应用返回一个访问令牌，可在将来的 API 调用上使用该令牌。 该访问权限只能由特定应用程
序使用。

Power BI API 仍将应用工作区视作为组。 对组的任何引用意味着正在使用应用工作区。

虽然你可以调用 API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以便代表其他用户进行操作，但是他们将需要请求该用户随后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power-bi-permissions.md


准的权限，然后将生成的访问令牌发送到所有的将来的调用。 对于此过程，我们将遵循标准 OAuth 2.0 协议。 尽管
实际实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 Power BI 的 OAuth 流具有以下元素：

登登录录  UI - 这是一个开发人员可以调用来请求权限的 UI。 如果用户尚未登录，它将要求该用户登录。 用户还需
要批准应用程序请求的权限。 登录窗口将回发访问代码或错误消息，以重定向提供的 URL。

授授权权代代码码  - 通过重定向 URL 中的 URL 参数登录后，授权代码将返回到 Web 应用程序。 由于它们是参数形式，
因此存在某些安全风险。 Web 应用程序将必须使用授权代码交换授权令牌
授授权权令牌令牌  - 用于代表其他用户对 API 调用进行验证。 它们将限制用于特定应用程序。 令牌具有已设定的生命周
期，过期时，需要将其进行刷新。

刷新令牌刷新令牌  - 令牌过期时，将有一个刷新它们的过程。

标准重定向 URL 应由 Power BI 提供，以由本机应用程序使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oauth.net/2/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从应用嵌入报表或仪表板
2018/7/20 • • Edit Online

如何获取执行嵌入所需的报表嵌入 URL

如何获取执行嵌入所需的仪表板嵌入 URL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中，可以创建应用，以将相关仪表板和报表汇总到一处，然后将其发布给组织中的大量人员。 如果所有
用户都是 Power BI 用户，则这些应用的使用情况具有关联性，因此可以使用 Power BI 应用与他们共享内容。 我们
将分享几个快速步骤，说明如何实现将已发布 Power BI 应用外的内容嵌入到第三方应用程序。

1. 通过与自己共享或引导其他用户完成此流程，在用户工作区（“我的工作区”）中实例化应用程序。

2. 在 Power BI 服务中打开所需报表。

3. 转到“文件”->“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从此处获取报表嵌入 URL（如以下快照中所示），或调用
GetReports/GetReport REST API 并从响应中提取相应的报表 embedURL 字段（请注意，REST 调用不应具
有 URL 中包含的工作区标识符，因为应用已在用户工作区中实例化）。

4. 将步骤 3 中检索到的嵌入 URL 用于 JS SDK。

1. 通过与自己共享或引导其他用户完成此流程，在用户工作区（“我的工作区”）中实例化应用程序。

2. 调用 GetDashboards REST API 并从响应中提取相应的仪表板 embedURL 字段（请注意，REST 调用不应具
有 URL 中包含的工作区标识符，因为应用已在用户工作区中实例化）。

3. 将步骤 4 中检索到的嵌入 URL 用于 JS SDK。

另请了解如何为第三方客户和组织从应用工作区嵌入内容。

为第三方客户嵌入内容

为组织嵌入内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from-apps.md


创建要用于 Power BI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
户
2018/6/28 • • Edit Online

创建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

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新建用于自定义应用程序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租户。

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一个租户代表一个组织。 它是 Azure AD 服务的一个专用实例，组织在注册
Azure、 Microsoft Intune 或 Office 365 等 Microsoft 云服务时收到并拥有它。 各个 Azure AD 租户各不相同，相
互独立。

拥有 Azure AD 租户后，可以定义应用程序并分配权限，以便应用程序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你的组织可能已拥有你可用于应用程序的 Azure AD 租户。 你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该租户，你也可以专门为你的
应用程序创建新租户。 本文讨论如何创建新租户。

若要将 Power BI 集成到自定义应用程序内，需要在 Azure AD 中定义应用程序。 若要执行此操作，需要一个
Azure AD 内的目录。 这是你的租户。 如果组织未使用 Power BI 或 Office 365，因此没有租户，则需要创建一个
新租户。 如果不希望你的应用程序与组织的租户混合，可能也需要创建一个新租户。 这可以使内容保持独立。

或者，你可能只是出于测试目的创建租户。

若要创建新的 Azure AD 租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浏览到 Azure 门户使用具备 Azure 订阅的帐户登录。

2. 选择“加号图标 (+)”并搜索“Azure Active Directory”。

3. 在搜索结果中选择“Azure Active Directory”。

4. 选择“创建”。

5. 提供“组织名”和“初始域名”。 然后选择“创建”。 这将创建你的目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create-an-azure-active-directory-tenant.md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howto-tenant
https://portal.azure.com


在你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中创建一些用户

NOTENOTE
初始域将是 onmicrosoft.com 的一部分。 以后可以添加其他域名。 可以向租户目录分配多个域。

6. 目录创建操作完成后，选择信息框来管理新目录。

你的目录现已创建。 接下来，我们要向这个租户添加用户。

我们已有目录，现在请创建至少两个用户。 一个将作为租户的全局管理员，另一个作为用于嵌入的主用户。 将其
视为服务帐户。

1. 在 Azure 门户中，确保位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浮出视窗上。

如果不是，从左侧服务栏选择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图标。

2. 在“管理”下选择“用户和组”。



3. 选择“所有用户”，然后选择“+ 新建用户”。

4. 为此用户提供名称和用户名。 这将是租户的全局管理员。 还需把“目录角色”更改为“全局管理员”。 还可以
显示临时密码。 完成后，选择“创建”。

5. 需要为租户中的一名普通用户再执行一次相同的操作。 这可能还会用于你的主嵌入帐户。 本次将“目录角
色”保留为“用户”。 请务必记下密码。 然后选择“创建”。



后续步骤

NOTENOTE

6. 用你在步骤 5 中创建的用户帐户注册 Power BI。 要执行此操作，需转到 powerbi.com选择“Power BI - 云
协作和共享”下的“免费试用”。

注册时，系统将提示你免费试用 Power BI Pro 60 天。 可以选择此项，成为一名 Pro 用户。 如果需要，现在
也可以开始开发嵌入解决方案。

请确保使用指定给用户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册。

现在，你已有 Azure AD 租户，可以使用此租户来测试 Power BI 中的项，并且（或者）进一步在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有关如何嵌入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什么是 Azure AD 目录？
如何获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get-started/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whati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howto-tenan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注册 Azure AD 应用以便嵌入 Power BI 内容
2018/8/7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 Power BI 应用注册工具注册

了解如何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程序，用于嵌入 Power BI 内容。

使用 Azure AD 注册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将能够访问 Power BI REST API。 此操作能够为应用程序建立标识，并
指定对 Power BI REST 资源的权限。

注册 Power BI 应用之前，需要一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和一个组织用户。 如果尚未以租户中的用户身份注册 Power
BI，则无法成功完成应用注册。

注册应用程序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 Power BI 应用注册工具，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 Azure 门户中注册。
Power BI 应用注册工具只需填充几个字段即可，是最简单的注册方式。 若要更改应用，请使用 Azure 门户。

需要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注册你的应用程序，以便为应用程序建立标识，并指定对 Power BI REST 资源
的权限。 注册控制台应用或网站等应用程序时，用户会收到一个标识符，应用程序使用该标识符向被请求权限的用
户标识自己的身份。

下面介绍如何使用 Power BI 应用注册工具注册应用程序：

1. 转到 dev.powerbi.com/apps。

2. 选择“使用现有帐户登录”。

3. 提供“应用名称”。

4. 应用类型选择将取决于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对在客户端设备上运行的应用使用“本机应用”。 若要为客户嵌入内容，而不考虑实际应用程序（即使是
Web 应用），需要选择“本机应用”。
对 Web 应用或 Web API 使用“服务器端 Web 应用”。

5. 为“重定向 URL”和“主页 URL”输入一个值。 重定向 URL 适用于任何有效的 URL。

只有将应用程序类型选择为“服务器端 Web 应用”，“主页 URL”才可用。

对于 “为客户嵌入内容” 和 integrate-dashboard-web-app 示例，重定向重定向  URL 为 
http://localhost:13526/Redirect 。 对于报表和磁贴示例，重定向重定向  URL 为 http://localhost:13526/ 。

6. 选择具有访问权限的应用程序的 API。 有关 Power BI 访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权限。

7. 选择“注册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register-app.md
https://dev.powerbi.com/apps/
https://dev.powerbi.com/apps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 Azure 门户注册

如何获取客户端 ID

NOTENOTE

然后会获得客户端 ID，如果选择“服务器端 Web 应用”，会获得客户端密码。 如有需要，稍后可以从 Azure
门户中检索客户端 ID。 如果忘记了客户端密码，需要在 Azure 门户中新建一个密码。

8. 需要导航到 Azure 以选择“授予权限”。

必须是 Azure 租户中的全局管理员才能完成此操作

转到 Azure。
搜索并选择“应用注册”。
选择你的应用。

选择设设置置。

选择“所需权限”。
选择“Power BI 服务”来验证选自应用注册站点的权限。
选择“授予权限”。

现在，可以将注册的应用用作自定义应用的一部分，从而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

若要为客户嵌入内容，需要在 Azure 门户中配置其他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向应用授予权限。

注册应用程序还有另一种选择，即直接在 Azure 门户中注册。 请按照下列步骤注册你的应用程序。

1. 接受 Microsoft Power BI API 条款。

2. 登录到 Azure 门户。

3.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你的帐户，从而选择你的 Azure AD 租户。

4.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更多服务”、“安全性 + 标识”下的“应用注册”和“新应用注册”。

5.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并创建新的应用程序。

对于 Web 应用，请输入“登录 URL”，即用户可以登录的应用基 URL（例如 http://localhost:13526 ）。

对于本机应用程序，请提供 “重定向重定向  URL”，Azure AD 用其返回令牌响应。 请务必输入特定于应用程序
的值（例如 http://myapplication/Redirect ）。

有关如何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注册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集成应用程序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api-terms
https://portal.azure.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integrating-applications


在 Azure AD 中向应用授予权限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使用  Azure AD  Azure AD 门户门户

注册应用程序时，你将收到一个“客户端 ID”。 客户端 ID 请求应用程序用户的权限以标识其自身。

下面介绍了如何获取客户端 ID：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

2.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你的帐户，从而选择你的 Azure AD 租户。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依次“更多服务”和“应用注册”。

4. 选择需为其检索要使用的客户端 ID 的应用程序。

5. 此时，“应用 ID”列为 GUID。 这就是该应用程序的客户端 ID。

此部分只适用于为组织嵌入内容的应用。

除了应用注册页中提供的权限之外，还需要对应用程序启用其他权限。 可以通过 Azure AD 门户或以编程方式完成
此操作。

需要使用用于嵌入内容的主帐户登录，或使用全局管理员帐户登录。

1. 在 Azure 门户中，转到应用注册，再选择要用于嵌入内容的应用。

2. 在“API 访问权限”下选择“所需权限”。

https://portal.azure.com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pplicationsListBlade


NOTENOTE

3. 在“所需权限”中，选择“Power BI 服务 (Power BI)”。

如果直接在 Azure AD 门户中创建了应用，可能看不到“Power BI 服务(Power BI)”。 如果不存在，请选择“+ 添加”，然后
选择“1 选择和 API”。 在 API 列表中选择“Power BI 服务”，然后选择“选择”。 如果“+ 添加”中没有“Power BI 服务(Power
BI)”，请至少使用一个用户注册 Power BI。

4. 选择“委派权限”下的所有权限。 需要逐一选中这些选项才能保存所做的选择。 完成时选择“保存”。

5. 在“所需权限”中，选择“授予权限”。

需要为“主帐户”调用“授予权限”操作，以免 Azure AD 提示提供内容。 如果执行此操作的帐户是全局管理
员，会向组织内此应用的所有用户授予权限。 如果执行此操作的帐户是主帐户，而不是全局管理员，将仅向
此应用的主帐户授予权限。



以以编编程方式程方式应应用用权权限限

Post https://graph.microsoft.com/beta/servicePrincipals
Authorization: Bearer ey..qw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accountEnabled" : true,
"appId" : "{App_Client_ID}",
"displayName" : "{App_DisplayName}"
}

1. 需要获取租户中的现有服务主体（用户）。 有关如何执行该操作的信息，请参阅 Get servicePrincipal。

可以调用 Get servicePrincipal API 而无需使用 {id}，这将使用户获取租户中的所有服务主体。

2. 使用作为 appId 属性的应用客户端 ID 检查服务主体。

3. 如果应用缺少服务计划，请新建一个。

4. 向 Power BI API 授予应用权限

如果使用的是现有租户，并且不希望向所有租户用户授予权限，可以将 contentType 值替换为 Principal，向
特定用户授予权限。

consentType 值可提供 AllPrincipals 或 Principal。

Post https://graph.microsoft.com/beta/OAuth2PermissionGrants
Authorization: Bearer ey..qw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lientId":"{Service_Plan_ID}",
"consentType":"AllPrincipals",
"resourceId":"c78a3685-1ce7-52cd-95f7-dc5aea8ec98e",
"scope":"Dataset.ReadWrite.All Dashboard.Read.All Report.Read.All Group.Read Group.Read.All 
Content.Create Metadata.View_Any Dataset.Read.All Data.Alter_Any",
"expiryTime":"2018-03-29T14:35:32.4943409+03:00",
"startTime":"2017-03-29T14:35:32.4933413+03:00"
}

AllPrincipals 仅可由租户管理员使用，用于代表租户中的所有用户授予权限。

Principal 用于代表特定用户授予权限。 在此情况下，应将附加属性添加到请求正文 - principalId=
{User_ObjectId}。

主帐户若要避免收到获取 Azure AD 同意的提示，需要“获取权限”，而这在进行非交互式登录情况下
是不可能的。

resourceId c78a3685-1ce7-52cd-95f7-dc5aea8ec98e 不是通用的，但它与租户相关。 此值是 AAD 租户
中“Power BI 服务”应用程序的 objectId。

用户可在 Azure 门户中快速获取此值：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en-us/graph/docs/api-reference/beta/api/serviceprincipal_get


后续步骤

Post https://graph.microsoft.com/beta/OAuth2PermissionGrants
Authorization: Bearer ey..qw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lientId":"{Service_Plan_ID}",
"consentType":"AllPrincipals",
"resourceId":"61e57743-d5cf-41ba-bd1a-2b381390a3f1",
"scope":"User.Read Directory.AccessAsUser.All",
"expiryTime":"2018-03-29T14:35:32.4943409+03:00",
"startTime":"2017-03-29T14:35:32.4933413+03:00"
}

a.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StartboardApplicationsMenuBlade/AllApps
b. 在搜索框中搜索“Power BI 服务”

5. 向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授予应用权限

consentType 值可提供 AllPrincipals 或 Principal。

AllPrincipals 仅可由租户管理员使用，用于代表租户中的所有用户授予权限。
Principal 用于代表特定用户授予权限。 在此情况下，应将附加属性添加到请求正文 - principalId=
{User_ObjectId}。

主帐户若要避免收到获取 Azure AD 同意的提示，需要“获取权限”，而这在进行非交互式登录情况下是不可
能的。

至此，已在 Azure AD 中注册了应用程序，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对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获取 Power BI 应用的 Azure AD 访问令牌。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StartboardApplicationsMenuBlade/AllApps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获取 Power BI 应用的 Azure
AD 访问令牌
2018/7/3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用户（用户拥有数据）的访问令牌

从从  Azure AD  Azure AD 获获取授取授权权代代码码

var @params = new NameValueCollection
{
    //Azure AD will return an authorization code. 
    //See the Redirect class to see how "code" is used to AcquireTokenByAuthorizationCode
    {"response_type", "code"},

    //Client ID i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t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the users that they are requesting 
permissions from. 
    //You get the client i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zure app.
    {"client_id",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ClientID},

    //Resource uri to the Power BI resource to be authorized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resource",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PowerBiAPI},

    //After user authenticates, Azure AD will redirect back to the web app
    {"redirect_uri", "http://localhost:13526/Redirect"}
};

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应用中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检索要用于 REST API 的访问令牌。

必须先获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身份验证访问令牌（简称“访问令牌”），才能调用 Power BI REST
API。 使用访问访问令牌令牌允许应用访问 Power BI 仪表板、磁贴和报表。 若要了解有关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访问访问令令
牌牌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D 授权代码授予流。

访问令牌的检索方式不同，具体视内容的嵌入方式而定。 本文使用了两种不同方法。

此示例适用于用户使用组织登录凭据手动登录 Azure AD 的情况。 为 Power BI 用户（访问在 Power BI 服务中有权
访问的内容）嵌入内容时，使用此示例。

获取访问访问令牌令牌的第一步是从 Azure AD 获取授权代码。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构造具有以下属性的查询字符串，并
重定向到 Azure AD。

授授权权代代码查询码查询字符串字符串

构造查询字符串后，重定向到 Azure AD 以获取授授权权代代码码。 下面是构造授授权权代代码码查询字符串的并重定向到 Azure
AD 的完整 C# 方法。 获取授权代码后，将使用授授权权代代码码获取访问访问令牌令牌。

然后，在 redirect.aspx.cs 中，调用 AuthenticationContext.AcquireTokenByAuthorizationCode 生成令牌。

获获取授取授权权代代码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get-azuread-access-token.md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azure/dn64554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azure/dn479531.aspx


protected void signIn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reate a query string
    //Create a sign-in NameValueCollection for query string
    var @params = new NameValueCollection
    {
        //Azure AD will return an authorization code. 
        //See the Redirect class to see how "code" is used to AcquireTokenByAuthorizationCode
        {"response_type", "code"},

        //Client ID i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t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the users that they are requesting 
permissions from. 
        //You get the client i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zure app.
        {"client_id",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ClientID},

        //Resource uri to the Power BI resource to be authorized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resource",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PowerBiAPI},

        //After user authenticates, Azure AD will redirect back to the web app
        {"redirect_uri", "http://localhost:13526/Redirect"}
    };

    //Create sign-in query string
    var queryString = HttpUtility.ParseQueryString(string.Empty);
    queryString.Add(@params);

    //Redirect authority
    //Authority Uri is an Azure resource that takes a client id to get an Access token
    // AAD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string authorityUri =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AADAuthorityUri;
    var authUri = String.Format("{0}?{1}", authorityUri, queryString);
    Response.Redirect(authUri);
}

通通过过授授权权代代码获码获取取访问访问令牌令牌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现在应该已有从 Azure AD 获取的授权代码。 Azure AD 使用授授权权代代码码重定向回 Web 应用后，请使用授授权权代代
码码获取访问令牌。 下面的 C# 示例可用于重定向页和 default.aspx 页的 Page_Load 事件。

可以从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库 NuGet 包检索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命名空间。

Redirect.aspx.cs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direct uri must match the redirect_uri used when requesting Authorization code.
    string redirectUri = String.Format("{0}Redirect",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RedirectUrl);
    string authorityUri =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AADAuthorityUri;

    // Get the auth code
    string code = Request.Params.GetValues(0)[0];

    // Get auth token from auth code
    TokenCache TC = new TokenCache();

    AuthenticationContext AC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TC);
    ClientCredential cc = new ClientCredential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ClientID,
        Properties.Settings.Default.ClientSecret);

    AuthenticationResult AR = AC.AcquireTokenByAuthorizationCode(code, new Uri(redirectUri), cc);

    //Set Session "authResult" index string to the AuthenticationResult
    Session[_Default.authResultString] = AR;

    //Redirect back to Default.aspx
    Response.Redirect("/Default.aspx");
}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st for AuthenticationResult
    if (Session[authResultString] != null)
    {
        //Get the authentication result from the session
        authResult = (AuthenticationResult)Session[authResultString];

        //Show Power BI Panel
        signInStatus.Visible = true;
        signInButton.Visible = false;

        //Set user and token from authentication result
        userLabel.Text = authResult.UserInfo.DisplayableId;
        accessTokenTextbox.Text = authResult.AccessToken;
    }
}

非 Power BI 用户（应用拥有数据）的访问令牌

Default.aspx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 ISV 类型的应用，即应用拥有数据访问权限。 用户不一定是 Power BI 用户，且应用控制最终用
户的身份验证和访问权限。

若要使用这种方法，请使用一个是 Power BI Pro 用户的主帐户。 此帐户的凭据存储在应用名下。 应用使用这些存
储的凭据进行 Azure AD 身份验证。 下面显示的示例代码来自“应用拥有数据”示例

HomeController.cs

https://github.com/guyinacube/PowerBI-Developer-Samples/tree/master/App Owns Data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 Create a user password cradentials.
var credential = new UserPasswordCredential(Username, Password);

// Authenticate using created credentials
var authentication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l);
var authenticationResult = await authenticationContext.AcquireTokenAsync(ResourceUrl, ClientId, credential);

if (authenticationResult == null)
{
    return View(new EmbedConfig()
    {
        ErrorMessage = "Authentication Failed."
    });
}

var token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authenticationResult.AccessToken, "Bearer");

后续步骤

若要了解如何使用 await，请参阅 await（C# 参考）

至此，已拥有访问令牌，可以调用 Power BI REST API 嵌入内容了。 有关如何嵌入内容的信息，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dotnet/csharp/language-reference/keywords/awai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Embedded 中的问答
2018/6/28 • • Edit Online

// Embed configu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what and how to embed.
// This object is used when calling powerbi.embed within the JavaScript API.
//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Configuration-
Details.
var config= {
    type: 'qna',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 models.TokenType.Aad,
    accessToken: access token value,
    embedUrl:    https://app.powerbi.com/qnaEmbed (groupId to be appended as query parameter if required),
    datasetIds:  array of requested data set ids (at the moment we support only one dataset),
    viewMode:    models.QnAMode.Interactive | models.QnAMode.ResultOnly,
    question:    optional parameter for Explore mode (QnAMode.Interactive) and mandatory for Render Result 
mode (QnAMode.ResultOnly)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QNA HTML element
var qnaContainer = $('#qnaContainer')[0];

// Embed the QNA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qna = powerbi.embed(qnaContainer, config);

已设置问题

Power BI Embedded 提供了一种将问答融入应用的方法，使用户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提问并收到视觉对象（例如图
表和图形）形式的即时答复。

将问答功能嵌入应用的模式有两种，即“交互式”和“仅结果”模式。 借助“交互式”模式，可以键入问题，并让它们显
示在视觉对象中。 如果有已保存的问题或要显示的已设置问题，可以在嵌入配置中填充问题，从而使用“仅结果”模
式。

下面是 JavaScript 代码的示例。

如果将“结果模式”与已设置问题结合使用，可以将其他问题注入框架，并立即显示这些问题的解答，从而替换之前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qanda.md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Q&A HTML element
var qnaContainer = $('#qnaContainer')[0];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Q&A.
qna = powerbi.get(qnaContainer);

qna.setQuestion("This year sales")
    .then(function (result) {
        …….
    })
    .catch(function (errors) {
        …….
    });

视觉对象呈现的事件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Q&A HTML element
var qnaContainer = $('#qnaContainer')[0];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Q&A.
qna = powerbi.get(qnaContainer);

// qna.off removes a given event listener if it exists.
qna.off("visualRendered");

// qna.on will add an event listener.
qna.on("visualRendered", function(event) {
     …….
});

嵌入令牌

后续步骤

的结果。 与新问题匹配的新视觉对象将呈现。

此用法的一个示例是常见问题列表。 用户可以浏览这些问题并在同一个嵌入部分中进行回答。

JS SDK 用法的代码片段：

对于“交互式”模式，每当呈现的视觉对象发生更改以在键入更新的输入查询时针对该更新查询，则会通过数据更改
事件通知应用。

通过侦听 visualRendered 事件，可以保存问题，以供日后使用。

JS SDK 用法的代码片段：

创建数据集的嵌入令牌以启动问答部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生成令牌。

若要尝试问答嵌入，请查看 JavaScript 嵌入示例。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嵌入式应用程序疑难解答
2018/7/18 • • Edit Online

用于故障排除的工具

Fiddler Fiddler 跟踪跟踪

浏览浏览器中的器中的  F12 F12，用于前端，用于前端调试调试

从从  Power BI  Power BI 响响应应中提取中提取错误详细错误详细信息信息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ExceptionText(this HttpOperationException exc)
{
    var errorText = string.Format("Request: {0}\r\nStatus: {1} ({2})\r\nResponse: {3}",
    exc.Request.Content, exc.Response.StatusCode, (int)exc.Response.StatusCode, exc.Response.Content);
    if (exc.Response.Headers.ContainsKey("RequestId"))
    {
        var requestId = exc.Response.Headers["RequestId"].FirstOrDefault();
        errorText += string.Format("\r\nRequestId: {0}", requestId);
    }

    return errorText;
}

本文介绍了从 Power BI 嵌入内容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Fiddler 是 Telerik 提供的一款用于监视 HTTP 流量的免费工具。 可以从客户端计算机通过 Power BI API 来回查看。
这可能会显示错误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F12 将在你的浏览器中启动开发人员窗口。 它能够让你查看网络流量和其他信息。

下面的代码片段展示了如何从 HTTP 异常中提取错误详细信息：

建议记录请求 ID（以及错误详细信息以供排查问题）。 请在联系 Microsoft 支持部门时提供请求 I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ded-troubleshoot.md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应用注册

REST API

    GET https://wabi-us-north-central-redirect.analysis.windows.net/metadata/cluster HTTP/1.1
    Host: wabi-us-north-central-redirect.analysis.windows.net
    ...
    Authorization: Bearer eyJ0eXAiOi...
    ...
 
    HTTP/1.1 403 Forbidden
    ...
     
    {"error":{"code":"TokenExpired","message":"Access token has expired, resubmit with a new access token"}}

身份验证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失失败败并并显显示示  AADSTS70002  AADSTS70002 或或  AADSTS50053 AADSTS50053

应应用注册失用注册失败败

Azure 门户或 Power BI 应用注册页面中的错误消息将提到权限不足的问题。 为了注册应用程序，你必须是 Azure
AD 租户中的管理员，或者必须为非管理员用户启用应用程序注册。

注册新注册新应应用用时时  Power BI 服服务务不会不会显显示在示在  Azure 门户门户中中

至少一个用户必须注册 Power BI。 如果没看到 API 列表中列出 Power BI 服务，则表示没有用户注册 Power BI。

API 调调用返回用返回  401

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 Fiddler 捕获。 Azure AD 中注册的应用程序可能缺少所需的权限范围。 验证 Azure 门户内
Azure AD 的应用注册中是否存在所需的范围。

API 调调用返回用返回  403

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 Fiddler 捕获。 发生 403 错误可能有几个原因。

用户已超过可在共享容量上生成的嵌入令牌的数量。 需要购买 Azure 容量以生成嵌入令牌，并将工作区中分配
给该容量。 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Azure AD 身份验证标记已过期。
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不是组（应用工作区）的成员。

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不是组（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

可能不会正确列出身份验证标头。 请确保没有拼写错误。

应用程序的后端在调用 GenerateToken 前可能需要刷新身份验证标记。

AADSTS70002: 验证验证凭据凭据时时出出错错。。AADSTS50053: 你使用不正确的用你使用不正确的用户户  ID 或密或密码尝试码尝试登登录录的次数的次数过过多）多）

如果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并利用 Azure AD 直接身份验证，则会收到以下形式的消息日志记
录：error:unauthorized_client,error_description:AADSTS70002: 验证验证凭据凭据时时出出错错。。AADSTS50053：你使用不：你使用不

正确的用正确的用户户  ID 或密或密码尝试码尝试登登录录的次数的次数过过多多，这是因为自 2018 年 6 月 14 日起已禁用直接身份验证。

可以使用组织或服务主体范围内的 Azure AD 策略重新启用此功能。

建议仅逐个应用地启用。

需要是在其中创建和分配策略的目录中的全局管理员才能创建此策略。 以下为创建策略并将其分配到此应用程序
的 SP 的示例脚本：

1. 安装 Azure AD 预览版 PowerShell 模块。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power-bi-embedded/create-capacit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application-objects#service-principal-object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manage-apps/configure-authentication-for-federated-users-portal#enable-direct-authentication-for-legacy-applica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shell/azure/active-directory/install-adv2?view=azureadps-2.0


Connect-AzureAD

$sp = Get-AzureADServicePrincipal -SearchString "Name_Of_Application"

$policy = New-AzureADPolicy -Definition @("{`"HomeRealmDiscoveryPolicy`":
{`"AllowCloudPasswordValidation`":true}}") -DisplayName EnableDirectAuth -Type HomeRealmDiscoveryPolicy -
IsOrganizationDefault $false

Add-AzureADServicePrincipalPolicy -Id $sp.ObjectId -RefObjectId $policy.Id 

AADSTS90094: AADSTS90094: 授予需要管理授予需要管理员权员权限限

2. 逐行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确保变量 $sp 的结果只有 1 个应用程序）。

分配策略后，请等待传播完成（大约 15 到 20 秒），然后再进行测试。

提供有效提供有效标识时标识时生成生成标记标记失失败败

由于几个不同的原因，GenerateToken 可能会失败，并提供有效标识。

数据集不支持有效标识

未提供用户名

未提供角色

未提供 DatasetId
用户没有正确的权限

若要验证是哪一个，请尝试以下操作。

执行获取数据集。 属性 IsEffectiveIdentityRequired 是否为 true？
Username 是任何 EffectiveIdentity 必需的。
如果 IsEffectiveIdentityRolesRequired 为 true，则 Role 是必需的。
DatasetId 是任何 EffectiveIdentity 必需的。
对于 Analysis Services，主用户必须是网关管理员。

表表现现：：

非管理员用户首次尝试登录到应用程序并授予许可时，会收到以下错误：

ConsentTest 需要具有访问组织中的资源的权限，而只有管理员才能授予此权限。 请让管理员授予访问此应
用的权限，否则你将无法使用该应用。

AADSTS90094: 授予需要管理员权限。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


数据源

内容呈现

管理员用户可以成功登录并授予许可。

根本原因：根本原因：

对租户禁用用户同意。

可能会出可能会出现现几个修几个修补补程序：程序：

对整个租户（所有用户和所有应用程序）启用用户同意

1. 在 Azure 门户中，导航到“Azure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组”= >“用户设置”

2. 启用“用户可以同意应用代表他们访问公司数据”设置并保存更改

由管理员授予权限 由管理员授予（整个租户或特定用户）访问应用程序的权限。

ISV 希望相同的数据源有不同的凭据希望相同的数据源有不同的凭据

数据源可以为一个主用户提供一组凭据。 如果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凭据，请创建其他的主用户。 然后，在每个主用户
上下文中分配不同的凭据，并使用该用户的 Azure AD 标记嵌入。

呈呈现现或使用嵌入内容失或使用嵌入内容失败败或超或超时时

请确保嵌入的标记未过期。 请确保检查嵌入的标记是否过期并刷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JavaScript SDK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Refresh-token-using-JavaScript-SDK-example


用于嵌入的载入体验工具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常常见问题见问题

使用使用““为为客客户户嵌入嵌入””示例示例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AADSTS70001: Application with identifier <client ID> was not found in the directory <directory ID>

Password is empty. Please fill password of Power BI username in web.config.

为组织为组织示例示例应应用程序使用嵌入用程序使用嵌入

AADSTS50011: The reply URL specified in the request does not match the reply URLs configured for the 
application: <client ID>

刷新标记。

不会加不会加载报载报表或表或仪仪表板表板

如果用户无法查看报表或仪表板，请确保报表或仪表板在 powerbi.com 内正确加载。 如果报表或仪表板没有在
powerbi.com 内加载，它将不会在你的应用程序中运行。

报报表或表或仪仪表板运行表板运行缓缓慢慢

从 Power BI Desktop 或 powerbi.com 中打开该文件，验证性能是否可接受以排除应用程序或嵌入 API 的问题。

可跟随载入体验工具进行操作，以便快速下载示例应用程序。 然后，即可将你的应用程序与示例进行比较。

请先验证你具备所有适当先决条件，然后再使用载入体验工具。 需要 Power BI Pro 帐户和 Microsoft Azure 订阅。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 Pro，请在开始之前注册以获得免费试用。
如果没有 Azure 订阅，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你需要具有自己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安装程序。
你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2013 版或更高版本）。

使用载入体验工具进行测试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包括：

如果使用“为客户嵌入”体验，请保存并解压缩 PowerBI-Developer-Samples.zip 文件。 然后打开 PowerBI-
Developer-Samples-master\App Owns Data 文件夹并运行 PowerBIEmbedded_AppOwnsData.sln 文件。

选择“授予权限”（“授予权限”步骤）时，将收到以下错误：

解决方案是关闭弹出窗口，等待几秒钟再重试。 可能需要多次重复此操作。 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从完成应用程序
注册过程到该应用程序对外部 API 可用之间存在时间间隔。

运行示例应用时，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由于未注入示例应用程序的唯一值是用户密码，因此会发生此错误。 在解决方案中打开 Web.config 文件，并用用
户密码填充 pbiPassword 字段。

如果使用“为组织嵌入”体验，请保存并解压缩 PowerBI-Developer-Samples.zip 文件。 然后打开 PowerBI-
Developer-Samples-master\App Owns Data\integrate-report-web-app 文件夹并运行 pbi-saas-embed-report.sln
文件。

运行“为组织嵌入”示例应用时，将收到以下错误：

这是因为为 web-server 应用程序指定的重定向 URL 不同于示例的 URL。 如果想要注册示例应用程序，请使用 
http://localhost:13526/  作为重定向 URL。

https://aka.ms/embedsetup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pricing/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WT.mc_id=A261C142F
https://www.visualstudio.com/


如果想要编辑已注册的应用程序，请了解如何编辑已向 AAD 注册的应用程序，使应用程序可以向 Web API 提供访
问权限。

如果想要编辑 Power BI 用户配置文件或数据，请了解如何编辑 Power BI 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Embedded 常见问题。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integrating-applications#updating-an-applic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service-basic-concepts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2018/8/6 • • Edit Online

开始之前

创建容量

本文介绍如何在 Microsoft Azure 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Power BI Embedded 通过帮助用户快速将
令人惊叹的视觉对象、报表和仪表板添加到应用中，简化 Power BI 功能。

如果没有 Azure 订阅，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若要完成本快速入门教程，需要以下内容：

Azure订阅订阅：：  访问 Azure 免费试用版，创建一个帐户。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订阅必须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租户关联。 此外，需要使用需要使用该该租租户户中的中的

帐户帐户登登录录  Azure。 不支持 Microsoft 帐户。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身份验证和用户权限。
Power BI 租租户户：：  AAD 租户中至少必须有一个帐户已注册 Power BI。
资资源源组组：：  使用已有的资源组或创建新的资源组。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

2. 选择“创建资源” > “数据 + 分析”。

3. 在搜索框中，搜索 Power BI Embedded。

4. 在 Power BI Embedded 中，选择“创建”。

5. 填写所需的信息，然后选择“创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azure-pbie-create-capacity.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
https://www.youtube-nocookie.com/embed/aXrvFfg_iSk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nalysis-services/analysis-services-manage-user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zure-resource-manager/resource-group-overview
https://portal.azure.com/


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资资源名称源名称 用于标识容量的名称。 除 Azure 门户外，资源名称还会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中显示。

订阅订阅 想要为其创建容量的订阅。

资资源源组组 包含此新容量的资源组。 从现有资源组中选取，或创建其
他资源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资源管理器概
述。

Power BI 容量管理容量管理员员 Power BI 容量管理员可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中查看容量，
并为其他用户提供分配权限。 默认情况下，容量管理员为
你的帐户。 容量管理员必须位于 Power BI 租户内。

位置位置 为租户托管 Power BI 的位置。 此设置会自动解析，并且无
法选择其他位置。

定价定价层层 选择满足需求的 SKU（v 核心数和内存大小）。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Power BI Embedded 定价

6. 选择“创建”。

创建操作通常只需不到一分钟；经常只需几秒钟。 如果选择“固定到仪表板”，则可导航到仪表板来查看新容量。 或
者，可导航到“所有服务” > “Power BI Embedded”，查看容量是否已准备就绪。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zure-resource-manager/resource-group-overview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details/power-bi-embedded/


后续步骤

若要使用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请浏览到 Power BI 管理门户来分配工作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
理 Power BI Premium 和 Power BI Embedded 中的容量。

如果不需要使用此容量，则可将其暂停以停止计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Azure门户中暂停和启动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若要开始在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内容，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admin-premium-manag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Azure 门户中缩放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2018/8/6 • • Edit Online

NOTENOTE

缩放容量

本文介绍如何在 Microsoft Azure 中缩放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缩放操作可增加或减少容量的大小。

这里假设你已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如果还没有，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
量开始创建。

缩放操作可能需要大约一分钟。 在此期间，容量不可用。 可能无法加载嵌入的内容。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

2. 选择“所有服务” > “Power BI Embedded”以查看容量。

3. 选择要缩放的容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azure-pbie-scale-capacity.md
https://portal.azure.com/


4. 在容量内选择“缩放”下的“定价层”。

你当前的定价层以蓝色框出。



5. 若要纵向扩展或减少容量，请选择要移动到的新层。 选择新层时会将所选层用蓝色虚线边框框起来。 选
择“选择”以缩放到新层。

缩放容量可能需要一两分钟才能完成。

6. 通过查看概述选项卡确认你的定价层。系统会列出当前的定价层。



后续步骤

若要暂停或启动容量，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暂停和启动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若要开始在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内容，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在 Azure 门户中暂停和启动 Power BI Embedded 容
量
2018/8/6 • • Edit Online

暂停容量

NOTENOTE

本文介绍如何在 Microsoft Azure 中暂停和启动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这里假设你已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如果还没有，请参阅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开始创建。

如果没有 Azure 订阅，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暂停容量可以避免付费。 如果在某段时间内不需要使用容量，那么暂停容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请使用以下步骤
暂停容量。

暂停容量可能会导致内容在 Power BI 中不可用。 在暂停之前，请确保从容量中取消分配工作区，以防发生中断。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

2. 选择“所有服务” > “Power BI Embedded”以查看容量。

3. 选择要暂停的容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azure-pbie-pause-start.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
https://portal.azure.com/


启动容量

4. 在容量详细信息中选择“暂停”。

5. 选择“是”，确认要暂停容量。

通过启动容量来恢复使用。 启动容量也会恢复计费。

1. 登录到 Azure 门户。

2. 选择“所有服务” > “Power BI Embedded”以查看容量。

https://portal.azure.com/


3. 选择要启动的容量。

4. 在容量详细信息中选择“启动”。



后续步骤

5. 选择“是”，确认要启动容量。

如果为此容量分配了任何内容，则启动容量后便可使用这些内容。

如果要纵向扩展或减少容量，请参阅缩放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若要开始在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内容，请参阅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如何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2018/8/1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了解如何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以及如何利用此改进功能在应用中嵌入内容。

Microsoft 最近发布了 Power BI Embedded，这是一个基于容量的新许可模型，可提高用户访问、共享和分发内容的灵活性。 此产
品还提高了系统的可伸缩性和性能。

借助 Power BI Embedded，可在嵌入内容时拥有一个 API 外围和一组一致的功能，还可访问 Power BI 最新功能（例如仪表板、网
管和应用工作区）。 再进一步的说，用户将能够使用 Power BI Desktop，然后能够借助 Power BI Embedded 实现部署。

当前的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还将提供一段时间。 签署了企业协议的客户将在现有协议的有效期内具有访问权限；自 Power BI
Embedded 通用版发布起，通过 Direct 或 CSP 通道获取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的客户还将具有一年的访问权限。 本文将在以下方
面提供指导：如何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到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体验，以及应用程序中会有哪些更改。

虽然 Power BI Embedded 上的迁移具有依赖项，但在使用嵌入令牌时，Power BI 上没有为应用程序的用户提供依赖项。 用户不需要注册
Power BI 来查看应用程序中嵌入的内容。 可为嵌入的非 Power BI 用户使用此嵌入方法。

开始迁移到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之前，可以快速完成一个演练，它可以帮助你使用载入体验工具设置新的 Power BI
Embedded 环境。

选择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为为客客户户嵌入嵌入  - 适用于对应用拥有数据解决方案感兴趣的用户。 通过为客户嵌入内容，可为没有 Power BI 帐户的用户嵌入仪表
板和报表。

为组织为组织嵌入嵌入  - 适用于对用户拥有数据解决方案感兴趣的用户。 通过为组织嵌入内容，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migrate-from-powerbi-embedded.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power-bi-embedded-capacity-based-skus-coming-to-azure/
https://aka.ms/embedsetup
https://aka.ms/embedsetup/AppOwnsData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迁移准备

Azure AD 中的帐户

NOTENOTE

NOTENOTE

应用注册和权限

注册注册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创建应用工作区（必需）

IMPORTANTIMPORTANT

需要完成一些准备工作才能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你将需要一个可用的租户，以及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用户。

1. 请确保你有权访问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租户。

你需要确定要使用的租户设置。

使用现有公司 Power BI 租户？

为应用程序使用单独的租户？

为每个客户使用单独的租户？

如果决定为应用程序或每个客户创建一个新租户，请参阅创建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或如何获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

2. 在此新租户中创建一个用户，作为应用程序“主”帐户。 该帐户需要注册 Power BI，并获得 Power BI Pro 许可证。

租户中必须有以下帐户。

这些帐户需要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能使用应用工作区。

1. 租户管理员用户。

建议此用户成为为实现嵌入而创建的所有应用工作区的成员。

2. 将创建内容的分析师帐户。

应根据需要将这些用户分配到应用工作区。

3. 应用程序主用户帐户或嵌入帐户。

应用程序后端将存储此帐户的凭据，并将其用于获取与 Power BI REST API 一起使用的 Azure AD 身份验证令牌。 此帐户
将用于生成应用程序的嵌入令牌。 此帐户还必须是为实现嵌入而创建的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

这只是组织中用于嵌入用途的常规用户帐户。

你将需要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程序，并授予某些权限。

必须向 Azure AD 注册应用，才能执行 REST API 调用。 除了转到 Power BI 应用注册页，这还包括转到 Azure 门户来应用其他配
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 Azure AD 应用以便嵌入 Power BI 内容。

应使用应用主帐户来注册应用。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多个客户，则可以利用应用工作区以更好地进行隔离。 将在客户之间隔离仪表板和报表。 然后可以使用每个应
用工作区的 Power BI 帐户以进一步隔离客户之间的应用程序体验。

不能使用个人工作区来利用嵌入到非 Power BI 用户功能。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develop/active-directory-howto-tenant


  

NOTENOTE

内容迁移

报报表表类类型型

缓缓存数据集和存数据集和报报表表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数据集和数据集和报报表表

旧数据集和旧数据集和报报表表

推送数据集和推送数据集和报报表表

你将需要具有 Pro 许可证的用户才能在 Power BI 中创建应用工作区。 默认情况下，创建应用工作区的 Power BI 用户将成为该工
作区的管理员。

应用主帐户必须是工作区的管理员。

在执行当前解决方案时，可同时将内容从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不需要停机处理。

可使用迁移工具，更轻松地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中的内容复制到 Power BI Embedded。 尤其是有大量内容时。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Power BI Embedded 迁移工具。

内容迁移主要依赖两个 API。

1. 下载 PBIX - 此 API 可用于下载 2016 年 10 月之后上传到 Power BI 的 PBIX 文件。
2. 导入 PBIX - 此 API 可用于将任何 PBIX 上传到 Power BI。

有关相关的代码片段，请参阅用于迁移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的代码片段。

有多种类型的报表，每种报表的迁移流程都稍有不同。

缓存数据集是指已导入数据的 PBIX 文件，而不是采用实时连接或 DirectQuery 连接。

流

1. 从 PaaS 工作区调用下载 PBIX API。
2. 保存 PBIX。
3. 将导入 PBIX 调用到 SaaS 工作区。

流

1. 调用 GET
https://api.powerbi.com/v1.0/collections/{collection_id}/workspaces/{wid}/datasets/{dataset_id}/Default.GetBoundGatewayDataSources
并保存收到的连接字符串。

2. 从 PaaS 工作区调用下载 PBIX API。
3. 保存 PBIX。
4. 将导入 PBIX 调用到 SaaS 工作区。
5. 通过调用 POST 更新连接字符串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dataset_id}/Default.SetAllConnections
6. 通过调用 GET 获取 GW id 和数据源 id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dataset_id}/Default.GetBoundGatewayDataSources
7. 通过调用 PATCH 更新用户凭据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ateways/{gateway_id}/datasources/{datasource_id}

这些数据集/报表是在 2016 年 10 月之前创建的。 下载 PBIX 不支持 2016 年 10 月之前上传的 PBIX

流

1. 从开发环境中获取 PBIX（内部源代码管理）。
2. 将导入 PBIX 调用到 SaaS 工作区。

下载 PBIX 不支持推送 API 数据集。 无法将推送 API 数据集从 PaaS 移植到 SaaS。

流

1. 使用数据集 JSON 调用“创建数据集” API，在 SaaS 工作区中创建数据集。
2. 为创建的数据集重新生成报表*。

通过尝试以下方法，可按某些方式将推送 API 报表从 PaaS 迁移到 SaaS。

https://api.powerbi.com/v1.0/collections/%7Bcollection_id%7D/workspaces/%7Bwid%7D/datasets/%7Bdataset_id%7D/Default.GetBoundGatewayDataSources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7Bdataset_id%7D/Default.SetAllConnections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7Bdataset_id%7D/Default.GetBoundGatewayDataSources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ateways/%7Bgateway_id%7D/datasources/%7Bdatasource_id%7D


创建并上传新报表

重新生成应用程序

将用户映射到 Power BI 用户

做好生产准备时应执行的操作

1. 将一些虚 PBIX 上传到 PaaS 工作区。
2. 克隆推送 API 报表，并将其绑定到步骤 1 中的虚 PBIX。
3. 使用虚 PBIX 下载推送 API 报表。
4. 将虚 PBIX 上传到 SaaS 工作区。
5. 在 SaaS 工作区中创建推送数据集。
6. 将报表重新绑定到推送 API 数据集。

除了迁移自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的内容外，还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报表和数据集，然后将它们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发
布报表的最终用户需要拥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可发布到应用工作区。

1. 需要修改应用程序以使用 Power BI REST API 和 powerbi.com 中的报表位置。
2. 使用应用程序的主帐户重新生成 AuthN/AuthZ 身份验证。 可以使用嵌入令牌来允许此用户代表其他用户执行操作。
3. 将报表从 powerbi.com 嵌入到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中，将在应用程序中管理的用户映射到应用程序的主 Power BI 凭据。 此 Power BI 主帐户的凭据将存储在应用程序
中，并且可用于创建嵌入令牌。

准备好迁移到生产环境时，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要使用单独的租户进行开发，则需要确保应用工作区以及仪表板和报表在生产环境中可用。 还需要确保在 Azure AD
中为生产租户创建了应用程序，并按照步骤 1 中所述分配了适当的应用权限。

购买符合需求的容量。 若要更好地了解所需容量的数量和类型，请参阅Power BI Embedded 容量规划白皮书。 可以在
Azure 中购买容量。

编辑应用工作区，并在“高级”下将其分配给 Premium 容量。

将更新后的应用程序部署到生产环境，并开始通过 Power BI Embedded 嵌入报表。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https://aka.ms/pbiewhitepaper
https://portal.azure.com/#create/Microsoft.PowerBIDedicated


迁移后

后续步骤

应在 Azure 中执行一些清理操作。

删除 Azure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中部署的解决方案的所有工作区。
删除 Azure 中存在的任何工作区集合。

使用 Power BI 嵌入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工具
用于迁移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内容的代码片段
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JavaScript API Git 存储库
Power BI C# Git 存储库
JavaScript 嵌入示例
工作区集合分析容量规划白皮书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CSharp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s://aka.ms/pbiewhitepaper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Embedded 迁移工具
2018/8/1 • • Edit Online

限制

下载

迁移计划

开始新的迁移开始新的迁移计计划划

此迁移工具可用于将报表从 Power BI Embedded Azure 服务 (PaaS) 复制到 Power BI 服务 (SaaS)。

将内容从工作区集合迁移到 Power BI 服务可与当前解决方案同步进行，并且不需要停机。

无法下载推送的数据集，需要使用 Power BI 服务的 Power BI REST API 重新创建。
2016 年 11 月 26 日前导入的 PBIX 文件将无法下载。

可以从 GitHub 下载迁移工具示例。 可以下载存储库的压缩文件，也可以将其复制到本地。 下载完成后，可以在
Visual Studio 中打开 powerbi-migration-sample.sln，以生成和运行迁移工具。

迁移计划涉及对 Power BI Embedded 中的内容编辑目录的元数据，以及希望以何种方式将其发布到 Power BI 服
务。

迁移计划涉及 Power BI Embedded 中可用项的元数据，随后会将该元数据移动到 Power BI 服务。 迁移计划存储
为 XML 文件。

首先需要新建一个迁移计划。 请执行以下操作新建迁移计划。

IMPORTANTIMPORTANT

1. 选择“文件” > “新建迁移计划”。

2. 在“选择 Power BI Embedded 资源组”对话框中，建议选择“环境”下拉列表，然后选择“生产”。

3. 系统将提示你进行登录。 请使用 Azure 订阅登录名。

不是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 Office 365 组织帐户。

4. 选择存储着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的 Azure 订阅。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migrate-tool.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migration-sample


保存迁移保存迁移计计划划

打开打开现现有的迁移有的迁移计计划划

NOTENOTE

5. 在订阅列表下，选择包含工作区集合的“资源组”，然后选择“选择”。

6. 选择“分析”。 此操作可以得出 Azure 订阅中的项的清单，方便开始执行计划。

分析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具体取决于工作区集合的数量和工作区集合中存在内容的多少。

7. “分析”完成后，系统会提示保存迁移计划。

至此，已经将迁移计划连接到 Azure 订阅。 阅读以下内容，了解执行迁移计划的流程。 流程包括分析与计划迁移、
下载、创建组和上传。

可以保存迁移计划供以后使用。 为此需要创建一个 XML 文件，在文件中包含迁移计划的所有信息。

执行以下操作保存迁移计划。

1. 选择“文件” > “保存迁移计划”。

2. 命名文件或使用生成的文件名，然后选择“保存”。

可以打开保存的迁移计划以继续执行迁移。

执行以下操作打开已保存的迁移计划。

1. 选择“文件” > “打开现有的迁移计划”。



第 1 步：分析与计划迁移

PaaS PaaS 拓扑拓扑

报报表表

目目标结标结构构

下下载计载计划划

2. 选择迁移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可以在“分析与计划迁移”选项卡上查看 Azure 订阅的资源组中的现有内容。

此处以 SampleResourceGroup 为例。

PaaS 拓扑是“资源组”>“工作区集合”>“工作区”的列表。 资源组和工作区集合将显示友好名称。 工作区将显示
GUID。

列表中的项还会以 (#/#) 格式显示带颜色的数值。 数值表示可以下载的报表数。 黑色表示所有报表都可以下载。

红色表示有报表都不可下载。 左边的数值表示可以下载的报表总数。 右边的数值表示组内报表的总数。

可以选择 PaaS 拓扑内的某一项，然后在报表部分查看报表。

报表部分将列出可用的报表，并指示该报表是否可下载。

“目标结构”可指示工具将内容下载到哪里，以及如何上传内容。



NOTENOTE

上上传计传计划划

NOTENOTE

NOTENOTE

第 2 步：下载

系统会自动创建路径。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路径。 如果确实更改路径，需要选择“更新路径”。

此操作不会实际执行下载。 它只指定报表将要下载到的位置。

可以在这里指定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的应用工作区的前缀。 之后，该前缀将作为 Azure 中的工作区的 GUID。

此操作不会实际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组。 它只会定义组的命名结构。

如果更改了前缀，则需要选择“生成上传计划”。

可以根据需要右键单击某个组，然后在上传计划中直接选择重命名该组。

组名称不能包含空格或无效字符。

在“下载”选项卡上可以看到报表和关联元数据的列表。 可以查看现在的导出状态和以前的导出状态。



第 3 步：创建组

有两个选项。

选择特定报表，然后选择“下载选定报表”。
选择“全部下载”。

下载成功后会显示“完成”状态，该状态表示存在 PBIX 文件。

下载完成后，选择“创建组”选项卡。

下载可用报表后，可以转到“创建组”选项卡。此选项卡将根据之前创建的迁移计划在 Power BI 服务内创建应用工
作区。 它会使用“分析与计划迁移”中“上传”选项卡上提供的名称创建应用工作区。

若要创建应用工作区，可以选择“创建所选组”或“创建所有缺少的组”。

选择任何一个选项后，系统都将提示你进行登录。 为在 Power BI 服务上创建应用工作区，建议使用 Power BI 服务
的凭据。



第 4 步：上传

此操作会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应用工作区。 但不会将报表上传到应用工作区。

可以登录 Power BI 并验证是否存在工作区，以此来验证是否已创建应用工作区。 这时可以看到工作区中不存在任
何内容。

创建工作区后，可以移到“上传”选项卡。

在“上传”选项卡上进行操作可以将报表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 在此可以看到之前在“下载”选项卡上下载的一系列
报表，以及基于迁移计划的目标组名称。

可以上传选定报表，也可以上传所有报表。 也可以将上传状态重置为重新上传项。

如果存在具有相同名称的报表，可以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可以选择“中止”、“忽略”和“覆盖”。



重复的重复的报报表名称表名称

<ReportMigrationData>
    <PaaSWorkspaceCollectionName>SampleWorkspaceCollection</PaaSWorkspaceCollectionName>
    <PaaSWorkspaceId>4c04147b-d8fc-478b-8dcb-bcf687149823</PaaSWorkspaceId>
    <PaaSReportId>525a8328-b8cc-4f0d-b2cb-c3a9b4ba2efe</PaaSReportId>
    <PaaSReportLastImportTime>1/3/2017 2:10:19 PM</PaaSReportLastImportTime>
    <PaaSReportName>cloned</PaaSReportName>
    <IsPushDataset>false</IsPushDataset>
    <IsBoundToOldDataset>false</IsBoundToOldDataset>
    <PbixPath>C:\MigrationData\SampleResourceGroup\SampleWorkspaceCollection\4c04147b-d8fc-478b-8dcb-
bcf687149823\cloned-525a8328-b8cc-4f0d-b2cb-c3a9b4ba2efe.pbix</PbixPath>
    <ExportState>Done</ExportState>
    <LastExportStatus>OK</LastExportStatus>
    <SaaSTargetGroupName>SampleMigrate</SaaSTargetGroupName>
    <SaaSTargetGroupId>6da6f072-0135-4e6c-bc92-0886d8aeb79d</SaaSTargetGroupId>
    <SaaSTargetReportName>cloned</SaaSTargetReportName>
    <SaaSImportState>Failed</SaaSImportState>
    <SaaSImportError>Report with the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SaaSImportError>
</ReportMigrationData>

<SaaSTargetReportName>cloned2</SaaSTargetReportName>

如果某个报表与之前的报表名称相同，但你知道其内容不同，则需要更改此报表的“TargetName”。 可以通过手动
编辑迁移计划 XML 来更改名称。

需要关闭迁移工具进行更改，然后重新打开工具和迁移计划。

在上面的示例中，有一个复制报表失败，其原因是存在具有相同名称的报表。 如果查看迁移计划 XML，可以看到
以下内容。

建议更改失败项的 SaaSTargetReportName 名称。

然后在迁移工具中重新打开该计划，并上传之前失败的报表。

回到 Power BI，可以看到报表和数据集已上传到应用工作区中。



上上传传本地本地  PBIX  PBIX 文件文件

<PbixPath>[Full Path to PBIX file]</PbixPath>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报报表表

嵌入

后续步骤

 

可以上传本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需要关闭工具、编辑 XML 并在“PbixPath”属性中输入本地 PBIX 的
完整路径。

编辑 xml 后，在迁移工具中重新打开计划并上传报表。

 

需要进行更新，以便更新 DirectQuery 报表的连接字符串。 在 powerbi.com 中完成此操作，也可以通过编程方式
从 Power BI Embedded (Paas) 查询连接字符串。 有关示例，请参阅从 PaaS 报表提取 DirectQuery 连接字符串。

然后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 (Saas) 中更新数据集的连接字符串，并设置数据源的凭据。 请参阅以下示例，了解如何
执行此操作。

在 SaaS 工作区中更新 DirectQuery 连接字符串
在 SaaS 工作区中设置 DirectQuery 凭据

将报表从 Power BI Embedded Azure 服务迁移到 Power BI 服务之后，现在可以更新应用程序，并将报表嵌入此应
用工作区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何将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使用 Power BI 嵌入
如何将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JavaScript API Git 存储库
Power BI C# Git 存储库
JavaScript 嵌入示例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CSharp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用于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迁移内容的代码片段
2018/8/1 • • Edit Online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1;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1.Models;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
using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
using Microsoft.Rest;
using Microsoft.Rest.Serialization;
using Newtonsoft.Json;
using Newtonsoft.Json.Linq;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Http;
using System.Net.Http.Headers;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从 PaaS 工作区中导出报表
    // Create a token credentials with "AppKey" type
    var 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myAppKey==>, "AppKey");

    // Instantiate your Power BI client passing in the required credentials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credentials);

    client.BaseUri = 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var response = client.Reports.ExportReportWithHttpMessagesAsync(<myWorkspaceCollectionName>, 
<myWorkspaceId>, <myReportId>);

    if (response.Result.Response.StatusCode == HttpStatusCode.OK)
    {
        var stream = response.Result.Response.Content.ReadAsStreamAsync();

        using (FileStream fileStream = File.Create(@"C:\Migration\myfile.pbix"))
        {
            stream.Result.CopyTo(fileStream);
            fileStream.Close();
        }
    }

以下是内容迁移所需的一些基本操作代码片段。 对于某些报表类型的相关流，请参阅如何将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
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Embedded。

可使用迁移工具帮助将内容从 Power BI Embedded (PaaS) 复制到 Power BI 服务 (SaaS)。 尤其是有大量内容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Embedded 迁移工具。

下面的代码是使用 C# 和 Power BI .NET SDK 的示例。

请确保使用以下命名空间来执行下面的代码片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migrate-code-snippets.md
https://www.nuget.org/profiles/powerbi


    

  

  

将报表导入到 SaaS 工作区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var PBISaaSAuthResult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myClientId>, 
new Uri("urn:ietf:wg:oauth:2.0:oob"), PromptBehavior.Always);
    var 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PBISaaSAuthResult.AccessToken);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credentials);
    using (var file = File.Open(@"C:\Migration\myfile.pbix", FileMode.Open))
    {
        client.Imports.PostImportWithFileInGroup(<mySaaSWorkspaceId>, file, "importedreport", "Abort");
        while (true) ;
    }

从 PaaS 报表提取 DirectQuery 连接字符串

    // Extract connection string from PaaS - DirectQuery report
    // Create a token credentials with "AppKey" type
    var 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myAppKey==>, "AppKey");

    // Instantiate your Power BI client passing in the required credentials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credentials);

    client.BaseUri = 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var reports = client.Reports.GetReports(<myWorkspaceCollectionName>, <myWorkspaceId>);

    Report report = reports.Value.FirstOrDefault(r => string.Equals(r.Id, <myReportId,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var datasource = client.Datasets.GetDatasources(<myWorkspaceCollectionName>, <myWorkspaceId>, 
report.DatasetId);

更新 DirectQuery 连接字符串是 SaaS 工作区
    public class ConnectionString
    {
        [JsonProperty(PropertyName = "connectionString")]
        public string connection { get; set; }
    }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var PBISaaSAuthResult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myclient_id>, 
new Uri("urn:ietf:wg:oauth:2.0:oob"), PromptBehavior.Always);
    var 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PBISaaSAuthResult.AccessToken);
    var client = new PowerBIClient(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credentials);

    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 = new ConnectionString() { connection = "data source = <server_name>; initial 
catalog = <db_name>; persist security info = True; encrypt = True; trustservercertificate = False" };

    client.Datasets.SetAllConnectionsInGroup(<myWorkspaceId>, <dataset_id>, connection);

在 SaaS 工作区中设置 DirectQuery 凭据

该方法用于迁移到 SaaS 后更新 PBIX。

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在此片段中使用未加密的凭据，同时也支持发送加密凭据。



    public class ConnectionString
    {
        [JsonProperty(PropertyName = "connectionString")]
        public string connection { get; set; }
    }

    public class BasicCreds
    {
        [JsonProperty(PropertyName = "username")]
        public string user { get; set; }

        [JsonProperty(PropertyName = "password")]
        public string pwd { get; set; }
    }

    var basicCreds = new BasicCreds() { user = <sqldb_username>, pwd = <sqldb_password> };
    var body = new SetCredsRequestBody() { credentialType = "Basic", basicCredentials = basicCreds };

    var url = string.Format("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ateways/{0}/datasources/{1}", <gateway_id>, 
<datasource_id>);
    var request = new HttpRequestMessage(new HttpMethod("PATCH"), url);
    // Set authorization header from you acquired Azure AD token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var PBISaaSAuthResult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myclient_id>, new Uri("urn:ietf:wg:oauth:2.0:oob"), PromptBehavior.Always);

    request.Headers.Authorization = new AuthenticationHeaderValue("Bearer", PBISaaSAuthResult.AccessToken);

    request.Content = new StringContent(JsonConvert.SerializeObject(body), Encoding.UTF8, "application/json");

    HttpClient simpleClient = new HttpClient();
    var response = await simpleClient.SendAsync(request);

推送数据集和报表

将需要为创建的数据集重新生成报表。

在此片段中，我们假设可推送的数据集已在 SaaS 环境的应用工作区中。 有关推送 API 的信息，请参阅将数据推送
到 Power BI 数据集。



    var credentials = new TokenCredentials(<Your WSC access key>, "AppKey");

    // Instantiate your Power BI client passing in the required credentials
    var client = new Microsoft.PowerBI.Api.V1.PowerBIClient(credentials);
    client.BaseUri = 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 step 1 -> create dummy dataset at PaaS worksapce
    var fileStream = File.OpenRead(<Path to your dummy dataset>);
    var import = client.Imports.PostImportWithFileAsync(<Your WSC NAME>, <Your workspace ID>, fileStream, 
"dummyDataset");
    while (import.Result.ImportState != "Succeeded" && import.Result.ImportState != "Failed")
    {
        import = client.Imports.GetImportByIdAsync(<Your WSC NAME>, <Your workspace ID>, import.Result.Id);
        Thread.Sleep(1000);
    }
    var dummyDatasetID = import.Result.Datasets[0].Id;

    // step 2 -> clone the pushable dataset and rebind to dummy dataset
    var cloneInfo = new Microsoft.PowerBI.Api.V1.Models.CloneReportRequest("pushableReportClone",null, 
dummyDatasetID);
    var clone = client.Reports.CloneReportAsync(<Your WSC NAME>, <Your workspace ID>, <Your pushable report 
ID>, cloneInfo);
    var pushableReportCloneID = clone.Result.Id;

    // step 3 -> Download the push API clone report with the dummy dataset
    var response = client.Reports.ExportReportWithHttpMessagesAsync(<Your WSC NAME>, <Your workspace ID>, 
pushableReportCloneID);
    if (response.Result.Response.StatusCode == HttpStatusCode.OK)
    {
        var stream = response.Result.Response.Content.ReadAsStreamAsync();
        using (fileStream = File.Create(@"C:\Migration\PushAPIReport.pbix"))
        {
            stream.Result.CopyTo(fileStream);
            fileStream.Close();
        }
    }

    // step 4 -> Upload dummy PBIX to SaaS workspace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var PBISaaSAuthResult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Your client 
ID>, new Uri("urn:ietf:wg:oauth:2.0:oob"), PromptBehavior.Always);
    var credentialsSaaS = new TokenCredentials(PBISaaSAuthResult.AccessToken);
    var clientSaaS = new Microsoft.PowerBI.Api.V2.PowerBIClient(new Uri($"{"https://api.powerbi.com"}"), 
credentialsSaaS);
    using (var file = File.Open(@"C:\Migration\PushAPIReport.pbix", FileMode.Open))
    {

        var importSaaS = clientSaaS.Imports.PostImportWithFileAsyncInGroup(<Your GroupID>, file, 
"importedreport1", "Abort");
        while (importSaaS.Result.ImportState != "Succeeded" && importSaaS.Result.ImportState != "Failed")
        {
            importSaaS = clientSaaS.Imports.GetImportByIdAsync(importSaaS.Result.Id);
            Thread.Sleep(1000);
        }
        var importedreport1ID = importSaaS.Result.Reports[0].Id;

        // step 5 -> Rebind report to "real" push api dataset
        var rebindInfoSaaS = new Microsoft.PowerBI.Api.V2.Models.RebindReportRequest(<Your pushable dataset  
ID at power bi>);
        var rebindSaaS = clientSaaS.Reports.RebindReportInGroupWithHttpMessagesAsync(<Your GroupID>, 
importedreport1ID, rebindInfoSaaS);

    }



后续步骤

Power BI Embedded 迁移工具
使用 Power BI 嵌入
如何将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JavaScript API Git 存储库
Power BI C# Git 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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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CSharp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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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mbedConfig = {
    ...
    settings: {
            layoutType: models.LayoutType.Custom
    customLayout: {...}
    }
};

对象定义

interface ICustomLayout {
  pageSize?: IPageSize;
  displayOption?: DisplayOption;
  pagesLayout?: PagesLayout;
}

enum PageSizeType {
  Widescreen,
  Standard,
  Cortana,
  Letter,
  Custom
}
interface IPageSize {
  type: PageSizeType;
}
interface ICustomPageSize extends IPageSize {
  width?: number;
  height?: number;
}

enum DisplayOption {
  FitToPage,
  FitToWidth,
  ActualSize
}

页面布局

使用自定义布局可以嵌入采用不同于原始报表的布局的报表。 定义新布局的过程根据是仅定义页面大小、控制视觉
大小还是控制位置和可见性而有所不同。

若要定义自定义布局，请定义一个自定义布局对象，然后将它传入 embed 配置中的 settings 对象。 此外，请将
LayoutType 设置为 Custom。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mbed 配置详细信息。

pageSize ：使用页面大小控制画布区域大小（即报表白色区域）。

displayOptions ：可能的值为：FitToWidth、FitToPage 或 ActualSize。 它控制如何缩放画布，以适合 iframe。
pagesLayout ：控制每个视觉对象的布局。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agesLayout”。

简单而言，定义页面布局就是为每个页面定义布局，并为每个页面的每个视觉对象定义布局。 PageLayout 是可选
的。 如果未定义页面布局，将应用默认布局（保存在报表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embedded-custom-layout.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Embed-Configuration-Details


type PagesLayout = { [key: string]: IPageLayout; };

interface IPageLayout {
  visualsLayout: { [key: string]: IVisualLayout; };
}

视觉对象布局

interface IVisualLayout {
  x?: number;
  y?: number;
  z?: number;
  width?: number;
  height?: number;
  displayState?: IVisualContainerDisplayState;
}

interface IVisualContainerDisplayState {
  mode: VisualContainerDisplayMode;
}

enum VisualContainerDisplayMode {
  Visible,
  Hidden
}

更新布局

代码示例

pagesLayout 是从页面名称到 PageLayout 对象的映射。 定义：

PageLayout 包含一个视觉对象布局映射，将每个视觉对象名称映射到视觉对象布局对象：

若要定义视觉对象布局，请传递新的位置和大小，以及新的可见性状态。

x,y,z ：定义视觉对象的新位置。

width 、height：定义视觉对象的新大小。
displayState ：定义视觉对象的可见性。

加载报表时，随时可以使用 updateSettings 方法更新报表布局。 请参阅更新设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Update-Settings


// Get models. models contains enums that can be used.
var models = window['powerbi-client'].models;

var embedConfiguration = {
    type: 'report',
    id: '5dac7a4a-4452-46b3-99f6-a25915e0fe55',
    embedUrl: 'https://app.powerbi.com/reportEmbed',
    tokenType: models.TokenType.Embed,
    accessToken: 'H4...rf',
    settings: {
            layoutType: models.LayoutType.Custom
        customLayout: {
            pageSize: {
                type: models.PageSizeType.Custom,
                width: 1600,
                height: 1200
            },
            displayOption: models.DisplayOption.ActualSize,
            pagesLayout: {
                "ReportSection1" : {
                    visualsLayout: {
                        "VisualContainer1": {
                            x: 1,
                            y: 1,
                            z: 1,
                            width: 400,
                            height: 300,
                            displayState: {
                                mode: models.VisualContainerDisplayMode.Visible
                            }
                        },
                        "VisualContainer2": {
                            displayState: {
                                mode: models.VisualContainerDisplayMode.Hidden
                            }
                        },
                    }
                }
            }
        }
    }
};

// Get a reference to the embedded report HTML element
var embed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embedContainer');

// Embed the report and display it within the div container.
var report = powerbi.embed(embedContainer, embedConfiguration);

另请参阅

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在 Power BI 社区提问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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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认证是指什么？

认证要求

提交自定义视觉对象以供认证的过程

删除 Power BI 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取得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列表

APPSOURCE 链链接接 链链接到接到视频视频

星状体图

Beyondsoft 日历

取得认证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是指已满足一系列代码要求且已通过严格的安全测试。 自定义视觉对象取得认证后，
它可以导出到 PowerPoint 中，并显示在用户订阅报表页后收到的电子邮件中。 当然，它还可以用作标准自定义视
觉对象，添加到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并在 Power BI 移动中查看和嵌入。

你是 Web 开发者吗？对创建自己的可视化效果，并将它们添加到 Microsoft AppSource 感兴趣吗？ 请参阅开发
人员工具入门，了解具体操作。

Microsoft AppSource 已批准
自定义视觉对象是使用经版本控制的 API 1.2 或更高版本进行编写
代码存储库可供审核（例如，可通过 GitHub 审核视觉对象代码）
仅使用可审核的公共 OSS 组件
不访问外部服务或资源

提示：建议结合使用 EsLint 与默认安全规则集，以便在提交之前预先验证代码。

提交自定义视觉对象以供认证：

1. 向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支持人员 (pbicvsupport@microsoft.com) 发送电子邮件。 在电子邮件中，添
加以下信息：

标题：视觉对象认证申请

指向托管视觉对象源代码的 GitHub 存储库的链接
符合要求（见上文）

通过代码和安全审核

2. Microsoft 自定义视觉对象团队会通知你自定义视觉对象已取得认证并添加到“取得认证”列表（见下文）中，
或自定义视觉对象已遭拒，并随附一份报告，在其中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发者负责维护与 Microsoft
建立开放式沟通渠道，并根据需要更新取得认证的视觉对象。

Microsoft 可能会自行从“取得认证”列表中删除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power-bi-custom-visuals-certified.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59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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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9NHXALkBX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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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Z-tl97Bp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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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96
https://youtu.be/rU0xoOlIq1U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47
https://youtu.be/dM4PvZh71V0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32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46
https://youtu.be/cudG4gsZ2V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21
https://youtu.be/7_jFaM30dkc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66


马赛克图 视频

CloudScope 概述

播放轴（动态切片器）

Power KPI 视频

Power KPI 矩阵 视频

脉冲图 视频

MAQ 软件象限图 视频

雷达图

MAQ 软件环形图 视频

MAQ 软件旋转图 视频

Sankey 图表 视频

滚动条

Smart Filter by OKViz 视频

Sparkline by OKViz 视频

Stream 关系图

Sunburst

通过 OKViz 实现的摘要面板

热度地图表

转速计 视频

文本筛选器

MAQ 软件文本包装器

MAQ 软件温度计 视频

时间刷切片器

时间线切片器 视频

CloudScope 时间线 视频

APPSOURCE 链链接接 链链接到接到视频视频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85
https://youtu.be/90FLCKpgicA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477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81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83
https://youtu.be/IvfIP3E6-1Q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299
https://youtu.be/1enze8pcGzY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06
https://youtu.be/DQWdcQtjDVw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11
https://youtu.be/ppBnyhqWNC0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71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24
https://youtu.be/pDToHDFHnq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07
https://youtu.be/d5xBCMmb3hU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77
https://youtu.be/WWP9wVUHGaA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1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59
https://youtu.be/gcJsDDRQq2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10
https://youtu.be/0m3Vnvso9tY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72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67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73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1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37
https://youtu.be/C3OXdETbS9o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309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26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47
https://youtu.be/SPX9mgrAdBc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98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86
https://youtu.be/ozMtZ4_NZ10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427
https://youtu.be/szNi9YgXFJc


飓风图 视频

MAQ 软件贸易图 视频

终极方差 视频

终极瀑布图 视频

CloudScope 用户列表

方格百分比图 视频

Word Cloud 视频

APPSOURCE 链链接接 链链接到接到视频视频

后续步骤

自定义视觉对象开发者工具（预览版）入门 
YouTube 上的 Microsoft 自定义视觉对象播放列表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Microsoft AppSource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vd2FhRyCI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823
https://youtu.be/xhTR6y6J9Ko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140
https://youtu.be/pDYF8iZxERs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956
https://youtu.be/0BZsVCQdEkc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426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1049
https://youtu.be/1vRqYUsm3Vk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en-us/product/power-bi-visuals/WA104380752
https://youtu.be/AblTenl9fq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N57mwBHtN1vIjfvuBIzZllrmKo-Vz6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AppSource
2018/7/27 • • Edit Online

准备提交自定义视觉对象

商品商品 必填必填 说说明明

Pbiviz 程序包包含全部所需元数据 是 视觉对象名称

显示名称

GUID
版本

说明

作者姓名和电子邮件

了解如何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AppSource 供其他人发现和使用。

在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后，你可能想要将其发布到 AppSource 供其他人发现和使用。 在执行该操作之前，必须完
成一些准备工作。 有关如何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什么是 AppSource？ 简而言之，可以在其中查找 Microsoft 产品和服务的 SaaS 应用与加载项。 AppSource 为
Office 365、Dynamics 365、Cortana Intelligence 和其他产品的数百万用户提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更高效、更有
见地或更为完美地完成工作。

对自定义视觉对象进行编码和测试并将其打包到 pbiviz 文件后，还应准备以下信息用于提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office-store.md
https://appsour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product=power-bi-visuals


示例 .pbix 报表文件 是 要展示你的视觉对象，应帮助用户了解

该视觉对象。 应向用户强调该视觉对象
可以带来的价值，并提供使用示例，格式

设置选项等。还可以添加 “提示” 页，并
在页面末尾附上一些提示和技巧、操作

注意事项以及类似内容。

示例 .pbix 报表文件必须脱机运行且无
任何外部连接

图标 是 应包含将在店面中显示的自定义视觉对

象徽标。 格式可以为 .png、.jpg、.jpeg
或 .gif。 必须正好为 300 像素（宽度）x
300 像素（高度）。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在提交
图标之前，请仔细查看简短指南。

屏幕截图 是 必须至少提供一个屏幕截图。 格式可以
为 .png、.jpg、.jpeg 或 .gif。 尺寸必须正
好是 1366 像素（宽度）x 768 像素（高
度）。 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1024 KB。 为
了实现更好的利用率，添加文本气泡以

阐明每个屏幕截图中所示的主要功能的

价值主张。

支持下载链接 是 提供 URL 以便为对视觉对象有疑问的
客户提供支持。 URL 的格式应包含
https:// 或 http:// 。

隐私文档链接 是 为使用你的视觉对象的客户提供隐私策

略链接。 链接的格式应包含 https:// 或
http:// 。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是 必须上载 EULA 文件。 这可以是你自己
的 EULA，也可以使用 Office 应用商店
中适用于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的
默认 EULA。 若要使用默认 EULA，请将
以下 URL 粘贴到卖家面板的“最终用户
许可协议”文件上传对话框
中：https://visuals.azureedge.net/app-
store/Power BI - Default Custom Visual
EULA.pdf。

视频链接 否 为了增加用户对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兴

趣，建议提供一个指向视觉对象视频的

链接。 URL 的格式应包含 https:// 或
http:// 。

GitHub 存储库 否 最好提供一个有效的公共链接，可以链

接到包含你的视觉对象和示例数据资源

的 GitHub 存储库，以允许其他开发人
员提供反馈并为代码提出改进意见。

商品商品 必填必填 说说明明

提交到 Power BI
通过向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提交团队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开始提交。 可以向 pbivizsubmit@microsoft.com 发
送电子邮件。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office/dev/store/craft-effective-appsource-store-images
https://visuals.azureedge.net/app-store/Power BI - Default Custom Visual EULA.pdf
https://www.github.com
mailto:pbivizsubmit@microsoft.com


IMPORTANTIMPORTANT

NOTENOTE

提交到 AppSource

NOTENOTE

IMPORTANTIMPORTANT

提交提交视觉对视觉对象的象的过过程程

必须在 pbiviz.json 文件中填写以下字段：“description”、“supportUrl”、“author”、“name”和“email”，然后再创建 .pbiviz 包。

在电子邮件中附加 .pbiviz 文件和示例报表 .pbix 文件。 Power BI 团队会回复你，并在回复邮件中添加说明以及要
上载的应用包 XML 文件。 必须有此 XML 应用包，才能通过 Office 开发人员中心提交视觉对象。

为了提高质量并确保现有报表不会中断，在应用商店中得到批准后，还将需要两周时间更新现有视觉对象，然后再步入生产环

境。

从 Power BI 团队获得应用包 XML 后，请转到开发人员中心，将视觉对象提交到 AppSource。

必须具有有效的 Office 开发人员帐户才能登录到“Office 开发人员中心”。 Office 开发人员帐户必须是 Microsoft 帐户（Live
ID，例如 hotmail.com 或 outlook.com)。

在将视觉对象提交到 AppSource 之前，必须先将附带 .pbiviz 文件和 .pbix 文件的电子邮件发送到 Power BI 团队。 这
样，Power BI 团队便可将这些文件上传到公共共享服务器。 否则，应用商店将无法检索这些文件。 每次提交新视觉对象、更新
现有视觉对象和修复被拒绝的提交内容时，都必须发送这些文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来完成提交。

1. 选择“添加新应用”。

2. 选择“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然后选择“下一步”。

3. 选择“应用包”下的 +，然后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从 Power BI 团队获得的应用包 XML 文件。

4. 应该会看到一条批准消息，提示你这是有效的 Power BI 应用包。

https://sellerdashboard.microsoft.com/Application/Summary
https://dev.office.com/


5. 填写“常规信息”详细信息。

提交标题： 提交在开发人员中心中的命名方式
版本：版本号通过外接程序应用包自动填充。

发布日期 (UTC)： 选择应用发布到应用商店的日期。 如果选定一个将来的日期，在到达该日期后，你的
应用才会在应用商店中提供。

类别： 第一个类别将自动填充为“数据可视化效果 + BI”。 这就是标记所有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的
方法。 可以最多提供 2 个其他类别，以帮助用户轻松地搜索你的视觉对象
测试说明： 可选，如果你想要为 Microsoft 测试人员提供一些说明，则可以填写此项
我的应用调用、支持、包含或使用加密： 保持未选中状态
在 iPad 的 Office 外接程序目录中提供此外接程序： 保持未选中状态

6. 通过选择“应用徽标”下的“+”上载视觉对象的徽标。 然后，选择打开文件对话框中的图标文件。 文件格式必
须为 .png、.jpg、.jpeg 或 .gif。 必须正好为 300 像素（宽度）x 300 像素（高度），且大小不得超过 512 KB。

7. 填写“支持文档”详细信息。

支持文档链接

隐私文档链接

视频链接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 A)

必须上载 EUL A 文件。 这可以是你自己的 EUL A，也可以使用 Office 应用商店中适用于 Power BI 自
定义视觉对象的默认 EUL A。 若要使用默认 EUL A，请将以下 URL 粘贴到卖家面板的“最终用户许
可协议”文件上传对话框中：https://visuals.azureedge.net/app-store/Power BI - Default Custom
Visual EUL A.pdf。

8. 选择“下一步”以前往详细详细信息信息页。

9. 选择“语言”，并从列表中选择一种语言。

10. 填写“说明”详细信息。

https://visuals.azureedge.net/app-store/Power BI - Default Custom Visual EULA.pdf


跟踪提交状态和使用情况

认证视觉对象

后续步骤

NOTENOTE

（此语言的）应用名称： 输入应用的标题，因为该标题应在店面中显示。
简短说明： 输入应用的简短说明，最多 100 个字符，因为该说明应在店面中显示。 此说明及徽标将显示
在最高级别的页面中。 可以从 pbiviz 程序包使用此说明。
详细说明：提供应用的更详细说明，客户将在应用详细信息页上看到该说明。 若要将视觉对象变成开放
源代码对象，以便通过社区的力量来改进视觉对象，请在此处提供公共存储库（如 GitHub）的链接。

11. 至少上载一个屏幕截图。 格式可以为 .png、.jpg、.jpeg 或 .gif。 尺寸必须正好是 1366 像素（宽度）x 768 像
素（高度）。 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1024 KB。 为了实现更好的利用率，添加文本气泡以阐明每个屏幕截图中所
示的主要功能的价值主张。

12. 如果想要添加更多语言，请选择“添加语言”，然后重复步骤 10 和 11。 添加更多语言可帮助用户以他们自己
的语言查看自定义视觉对象详细信息。 未列出的语言将默认为所选的第一语言。

13. 添加语言完成后，选择“下一步”以前往阻止阻止访问访问页。

14. 如果你想要阻止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客户使用或购买你的应用，请选中此框，然后从列表中进行选择。

15. 选择“下一步”以前往定价定价页。

16. 目前，仅支持免费视觉对象，不允许视觉对象内有附加购买（应用内购买）内容。 选择“此应用免费”。

如果没有选择免费选项，或提交的视觉对象中有应用内购买内容，那么提交会遭拒。

17. 现在，可以选择“另存为草稿”并于稍后提交，也可以选择“提交供审批”，将自定义视觉对象提交到 Office 应
用商店。

可以查看验证策略。

提交后，可以在“应用仪表板”中查看提交状态。

创建视觉对象后，可以选择让视觉对象取得认证。 这意味着它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运行，与该服务的其他功能
一起使用，例如导出到 PowerPoint。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让自定义视觉对象取得认证。

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让自定义视觉对象取得认证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ev.office.com/officestore/docs/validation-policies#13-power-bi-custom-visuals
https://sellerdashboard.microsoft.com/Application/Summary/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2018/7/11 • • Edit Online

NOTENOTE

要求

安装 NodeJS 和 Power BI 工具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并匹配应用的设计。 了解如何使用开发人员工具为 Power BI 创建自定义视
觉对象。

可以使用本文档作为入门指导。 有关更深入的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视觉对象 git 存储库中的参考信息。

需要 NodeJS 4.0 +（推荐 5.0 或更高版本）下载 NodeJS

若要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需要安装 NodeJS。 需要使用 NodeJS 运行命令行工具。

 npm install -g powerbi-visuals-tools

 pbiviz

1. 下载并安装 NodeJS。 需要版本 4.0 或更高版本，但建议使用 5.0 或更高版本。

2. 安装命令行工具。 从命令提示符处运行以下命令。

3. 通过运行以下不带任何参数的命令可以确认已安装这些工具。

可以看到以下帮助输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custom-visuals-getting-started-with-developer-tools.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
https://nodejs.org
https://nodejs.org


安装服安装服务务器器证书证书

NOTENOTE

pbiviz --create-cert

NOTENOTE

      +syyso+/
 oms/+osyhdhyso/
 ym/       /+oshddhys+/
 ym/              /+oyhddhyo+/
 ym/                     /osyhdho
 ym/                           sm+
 ym/               yddy        om+
 ym/         shho /mmmm/       om+
  /    oys/ +mmmm /mmmm/       om+
 oso  ommmh +mmmm /mmmm/       om+
ymmmy smmmh +mmmm /mmmm/       om+
ymmmy smmmh +mmmm /mmmm/       om+
ymmmy smmmh +mmmm /mmmm/       om+
+dmd+ smmmh +mmmm /mmmm/       om+
      /hmdo +mmmm /mmmm/ /so+//ym/
            /dmmh /mmmm/ /osyhhy/
              //   dmmd
                    ++

    PowerBI Custom Visual Tool

 Usage: pbiviz [options] [command]

 Commands:

 new [name]        Create a new visual
 info              Display info about the current visual
 start             Start the current visual
 package           Package the current visual into a pbiviz file
 update [version]  Updates the api definitions and schemas in the current visual. Changes the version 
if specified
 help [cmd]        display help for [cmd]

 Options:

 -h, --help      output usage information
 -V, --version   output the version number
 --install-cert  Install localhost certificate
 

   

若要启用视觉对象的实时预览，需要安装受信任的 https 服务器。 在开始之前，需要安装一个 SSL 证书，以允许
在 Web 浏览器中加载视觉对象资产。

这是针对开发人员工作站的一次性安装。

若要创建证书，请运行以下命令。

你会看到一条消息，告知你证书的位置路径和新生成的密码。

若要安装证书，请运行以下命令。



pbiviz --install-cert

NOTENOTE
应该会看到一条消息，其中指明了使用新生成的密码来安装 PFX 证书。

Windows 操作系操作系统统

1. 选择“安装证书...”。

2. 选择“当前用户”，然后选择“下一步”。

3. 选择“将所有证书放在以下存储”，然后选择“浏览…”。

4. 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然后选择“确定”。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5. 选择完成完成。

6. 在安全警告对话框上选择“是”。

7. 关闭已打开的任何浏览器。



NOTENOTE
如果未能识别证书，可能需要重启计算机。

OSX

1. 如果左上角的锁处于锁定状态，则选择它以解除锁定。 搜索 localhost，并双击该证书。

2. 选择“始终信任”并关闭窗口。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更新设置”。



  

NOTENOTE

启用开发人员视觉对象的实时预览

4. 关闭已打开的任何浏览器。

如果未能识别证书，可能需要重启计算机。

若要启用自定义视觉对象的实时预览，请执行以下步骤。 这样可允许编辑报表时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视觉对
象。

1. 浏览并登录到 app.powerbi.com。

2. 选择齿轮图标齿轮图标，然后选择“设置”。

3. 选择“开发人员”，然后选择“启用开发人员视觉对象以用于测试”。

4. 在“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开发人员视觉对象”。

https://app.powerbi.com


  创建新的视觉对象

pbiviz new My Visual name

在 Power BI 中测试视觉对象

运行运行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NOTENOTE
该操作要求已从开发计算机上的视觉对象文件夹中运行 pbiviz start 。 有关创建视觉对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
文中的创建新的视觉对象。

5. 在报表画布中选择视觉对象。 可以采用绑定其他视觉对象的方式绑定数据。

现在可以开始开发视觉对象。

可以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创建新的可视化项目。

可以将“我的视觉对象名称”替换为要对此视觉对象命名的名称。 稍后可通过修改生成的 pbiviz.json  文件中的 
name  和 displayName  字段更改此名称。

此命令在其运行的目录中创建新的文件夹。 此命令为视觉对象生成基本的启动器模板。 完成该命令后，可以打开
目录并使用你喜欢的编辑器开始处理新的视觉对象。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的报表和仪表板中测试视觉对象。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运行视觉对象。

pbiviz start

1. 打开提示符。

2. 将目录更改为视觉对象文件夹。 这是包含 pbiviz.json  文件的文件夹。

3. 运行以下命令。

如果位于错误的位置，可看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error  LOAD ERROR Error: pbiviz.json not found. You must be in the root of a visual project to run this 
command.
        at e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npm\node_modules\powerbi-visuals-
tools\lib\VisualPackage.js:67:35)
        at Function.loadVisualPackage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npm\node_modules\powerbi-visuals-
tools\lib\VisualPackage.js:62:16)
        at Object.<anonymous>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npm\node_modules\powerbi-visuals-
tools\bin\pbiviz-start.js:43:15)
        at Module._compile (module.js:556:32)
        at Object.Module._extensions..js (module.js:565:10)
        at Module.load (module.js:473:32)
        at tryModuleLoad (module.js:432:12)
        at Function.Module._load (module.js:424:3)
        at Module.runMain (module.js:590:10)
        at run (bootstrap_node.js:394:7)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中中查查看看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NOTENOTE

工具工具栏项栏项目目 说说明明

刷新视觉对象 如果禁用了自动重新加载，请手动刷新视觉对象。

切换自动重新加载 打开后，每次保存视觉对象文件时自动更新该视觉对象。

显示数据视图 显示用于调试的视觉对象的基础数据视图

获取帮助 GitHub 中的文档

发送反馈 如果有任何可以改善体验的方法，请告诉我们！ （需要
GitHub 帐户）

若要查看报表中的视觉对象，转到该报表，并选择“可视化效果”窗格中的视觉对象。

在执行该操作之前必须运行 pbiviz start  命令，如运行视觉对象一节中所述。

之后可以看到视觉对象的启动器模板。



将视觉对象打包以用于 Power BI Desktop 和分发版本

更新视觉对象 API 版本

更新更新现现有的有的  API  API 版本版本

#Update your version of pbiviz
npm install -g powerbi-visuals-tools

#Run update from the root of your visual project, where pbiviz.json is located
pbiviz update

升升级级到不同的到不同的  API  API 版本版本

#Update your version of pbiviz
npm install -g powerbi-visuals-tools

#Run update from the root of your visual project, where pbiviz.json is located
pbiviz update 1.2.0

WARNINGWARNING

在视觉对象项目内部

将视觉对象加载到 Power BI Desktop 或者在 Power BI 视觉对象库与社区共享视觉对象之前，需要生成 pbiviz

文件。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打包视觉对象。

pbiviz package

1. 打开提示符。

2. 将目录更改为视觉对象文件夹。 这是包含 pbiviz.json  文件的文件夹。

3. 运行以下命令。

此命令在视觉对象项目的 dist/  目录中创建 pbiviz 。 如果已经存在 pbiviz  文件，将覆盖该文件。

使用 pbiviz new  创建视觉对象时，相应的 API 类型定义和 json 架构的副本被复制到视觉对象的目录。 如果需
要，可以使用 pbiviz update  命令更新这些文件。 如果我们发布了针对过去的 API 版本的修复，或者你想要更新
到最新的 API 版本，此操作很有用。

如果我们发布了现有 API 的更新，则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获取最新版本。

此操作可从包括更新后的类型定义和架构的 npm 中下载最新的工具。 使用 pbiviz update  可用最新版本覆盖
pbiviz.json 文件中的 apiVersion  属性。

可以使用与上述相同的步骤更新到不同的 API 版本。 可以显式指定想要使用的 API 版本。

此操作将视觉对象更新到 API 版本 1.2.0。 可将 1.2.0  替换为想要使用的任何版本。

工具所使用的默认 API 版本始终为 API 的稳定版本。 任何晚于默认 API 版本的版本均不稳定且易被更改。 它们可能产生意
外的行为，在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行为可能不同。 有关当前的稳定 API 版本，请参阅 change log（更改
日志）。 有关预发行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oadmap（路线图）。

视觉对象项目是运行 pbiviz new  命令时创建的文件夹。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visuals.powerbi.com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lob/master/ChangeLog.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lob/master/Roadmap/README.md


文件文件结结构构

项项 说说明明

assets/ 用于存储视觉对象资产（图标、屏幕截图等）。

dist/ 运行 pbiviz package  时，在此处生成 pbiviz 文件。

src/ 视觉对象的 Typescript 代码。

style/ 视觉对象的 Less 样式。

.gitignore 告知 git 忽略不应在存储库中跟踪的文件。

capabilities.json 用于定义视觉对象的功能。

package.json 供 npm 用于管理模块。

pbiviz.json 主配置文件。

tsconfig.json Typescript 编译器设置。 了解有关 tsconfig.json 的更多信息。

pbiviz.jsonpbiviz.json

{
    "visual": {
        "name": "myVisual", // internal visual name (should not contain spaces)
        "displayName": "My Visual!", // visual name displayed to user (used in gallery)
        "guid": "PBI_CV_xxxxxxx", // a unique id for this visual MUST BE UNIQUE
        "visualClassName": "Visual" // the entry class for your visual
        "version": "1.0.0", // visual version. Should be semantic version (increment if you update the 
visual)
        "description": "", // description used in gallery
        "supportUrl": "", // url to where users can get support for this visual
        "gitHubUrl": "" // url to the source in github (if applicable)
    },
    "apiVersion": "1.0.0", //API version this visual was created with
    "author": {
        "name": "", // your name
        "email": "" // your e-mail
    },
    "assets": {
        "icon": "assets/icon.png" // relative path to your icon file (20x20 png)
    },
    "style": "style/visual.less", // relative path to your less file
    "capabilities": "capabilities.json" // relative path to your capabilities definition 
}

视觉对视觉对象源象源  (TypeScript) (TypeScript)

此文件是视觉对象的主配置文件。 它包含元数据和生成视觉对象所需的文件的信息。

应使用 TypeScript 编写视觉对象代码，TypeScript 是 JavaScript 的超集，支持更高级的功能和提前访问 ES6/ES7
功能。

所有 TypeScript 文件应存储在 src/  目录中，并添加到 tsconfig.json  中的 files  数组。 这样，TypeScript 编
译器可以按既定的顺序加载这些文件。

生成视觉对象后，所有 TypeScript 被编译为一个 JavaScript 文件。 只要这两个文件在 tsconfig 中列出，此操作允
许从其他文件引用导出的元素，而无需手动 require  它们。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lob/master/Capabilities/Capabilities.md
https://www.npmjs.com/
https://www.typescriptlang.org/docs/handbook/tsconfig-json.html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样样式式  (Less) (Less)

调试

将视觉对象提交到 AppSource

故障排除

NOTENOTE

可以创建尽可能多的文件和类用于创建视觉对象。

了解更多有关 TypeScript 的详细信息。

视觉对象样式使用层叠样式表 (CSS) 进行处理。 为方便起见，我们使用 Less 预编译器，该编译器支持某些高级
功能，例如嵌套、变量、mixins、条件、循环等。如果不想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功能，可以只在 Less 文件中编写普通
CSS。

所有 Less 文件应存储在 style/  目录中。 将加载 pbiviz.json  文件中 style  字段下指定的文件。 使用 
@import  加载任何其他文件。

了解有关 Less 的更多信息。

有关调试自定义视觉对象的提示，请参阅调试指南。

可以通过将视觉对象提交到 AppSource，列出该视觉对象供其他人使用。 有关此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将自定
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AppSource。

找不到找不到  Pbiviz 命令（或命令（或类类似似错误错误））

如果在终端/命令行运行 pbiviz ，可以看到帮助屏幕。 如果没有，则未正确安装。 请确保至少安装了 NodeJS
4.0。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 NodeJS 和 Power BI 工具...

在在“可可视视化效果化效果”选项选项卡中找不到卡中找不到“调试视觉对调试视觉对象象”

在“可视化效果”选项卡中“调试视觉对象”看上去像一个提示图标。

如果看不到它，请确保已经在 Power BI 设置中启用了它。

目前，调试视觉对象仅可用于 Power BI 服务，不可用于 Power BI Desktop 或移动应用。 打包后的视觉对象仍可用于任何地
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开发人员视觉对象的实时预览...

无法无法联联系系视觉对视觉对象服象服务务器器

在终端/命令行中从视觉对象项目的根目录使用命令 pbiviz start  运行视觉对象服务器。 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
则可能是未正确安装 SSL 证书。

http://www.typescriptlang.org/
http://lesscss.org/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blob/master/tools/debugging.md


后续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运行视觉对象或安装服务器证书。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的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Office 应用商店
TypeScript
Less CSS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www.typescriptlang.org/
http://lesscss.org/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Power BI API 做什么？
2018/7/31 • • Edit Online

可可执执行的操作行的操作 操作操作结结果果

为 Power BI 用户和非 Power BI 用户（应用拥有数据）嵌入仪表
板、报表和磁贴

如何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报表和磁贴

扩展现有业务工作流以将关键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仪表板。 将数据推送到仪表板

进行 Power BI 身份验证。 进行 Power BI 身份验证

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NOTENOTE

Power BI 开发人员示例

GitHub 存储库

开发人员工具

Power BI 显示可从众多不同数据源创建和实时更新的交互式仪表板。 通过使用支持 REST 调用的任何编程语言，
可以实时创建与 Power BI 仪表板集成的应用。 此外可以将 Power BI 磁贴和报表集成到应用。

开发人员还可以构建他们自己的数据可视化效果（可用于交互报表和仪表板）。

以下是一些可以使用 Power BI API 执行的操作。

Power BI API 仍将应用工作区视作为组。 对组的任何引用都意味着正使用应用工作区工作。

Power BI 开发人员示例包含用于嵌入仪表板、报表和磁贴的项。

Power BI 开发人员示例

应应用用拥拥有数据有数据中的示例适用于为非 Power BI 用户嵌入。
用用户拥户拥有数据有数据中的示例适用于为 Power BI 用户嵌入。

.NET SDK
JavaScript API
自定义视觉对象

以下是可用于帮助开发 Power BI 项的工具。

可使用载入体验工具快速开始并下载有关如何嵌入 Power BI 内容的示例应用程序。

选择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通过为客户嵌入内容，可为没有 Power BI 帐户的用户嵌入仪表板和报表。 运行为客户嵌入解决方案。
通过为组织嵌入内容，可以扩展 Power BI 服务。 运行为组织嵌入解决方案。

有关使用 JavaScript API 的完整示例，可以使用演练工具。 这是演练不同类型的 Power BI Embedded 示例的快速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overview-of-power-bi-rest-api.md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power-bi/developer/embedding-conten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veloper-Sample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CShar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visuals
https://aka.ms/embedsetup
https://aka.ms/embedsetup/AppOwnsData
https://aka.ms/embedsetup/UserOwnsData
https://microsoft.github.io/PowerBI-JavaScript/demo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后续步骤

方法。 还可以通过访问 PowerBI JavaScript wiki 页，获取有关 JavaScript API 的详细信息。

可以使用 Power BI API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 这样可以将行添加到数据集内的表。 新数据随后可以在仪表板的磁
贴中以及报表中的视觉对象内反映出来。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

自定义视觉对象开发人员工具入门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javascript/wiki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
2018/7/11 • • Edit Online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步骤

推送数据的 Power BI API 操作

{"name": "dataset_name", "tables":
    [{"name": "", "columns":
        [{ "name": "column_name1", "dataType": "data_type"},
         { "name": "column_name2", "dataType": "data_type"},
         { ... }
        ]
      }
    ]
}

借助 Power BI API，你可以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 例如，想要扩展现有业务工作流以将关键数据推送
到数据集时，即可使用它。 在本例中，你想要将带有“产品”表的“市场部市场营销”数据集推送到数据集。

在开始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之前，你需要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和 Power BI 帐户。

步骤 1：将应用注册到 Azure AD
步骤 2：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步骤 3：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步骤 4：获取数据集以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步骤 5：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下一部分是关于推送数据的 Power BI API 操作的一般讨论。

借助 Power BI REST API，你可以将数据源推送到 Power BI。 当应用向数据集添加行时，将使用更新的数据自
动更新仪表板上的磁贴。 若要推送数据，请使用 PostDataset 操作和 PostRows 操作。 若要查找数据集，请使
用获取数据集操作。 进行以上任意操作时，可以传递组 ID 以将其用于组。 使用获取组操作以获取组 ID 的列
表。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操作如下：

PostDataset
获取数据集

Post Rows
获取组

通过将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JSON) 字符串传递给 Power BI 服务，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若要了解有
关 JSO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SON 简介。

数据集的 JSON 字符串具有以下格式：

Power BI 数据集数据集  JSON 对对象象

因此，对于我们的“市场部市场营销”数据集示例，将传递类似以下示例的 JSON 字符串。 在此示例
中，SalesMarketing 是该数据集的名称，产产品品是表的名称。 定义表后，再定义表架构。 对于 SalesMarketing
数据集，表架构具有这些列：ProductID、制造商、类别、市场细分、产品和 IsCompete。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m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row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groups/getgroup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dataset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row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groups/getgroups
http://json.org/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
            },
            {
                "name": "Manufacturer",
                "dataType": "string"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Segment",
                "dataType": "string"
            },
            {
                "name": "Product",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
    ]
}

Power BI 表数据类型
数据数据类类型型 限制限制

Int64 不允许使用 Int64.MaxValue 和 Int64.MinValue。

双精度 不允许使用 Double.MaxValue 和 Double.MinValue 值。 NaN
某些函数（例如 Min、Max）中不支持使用正无穷和负无穷。

布尔 无

日期时间 在数据加载期间，我们将不足一天的值量化为 1/300 秒
（3.33 毫秒）的整数倍。

字符串 当前允许最多 12.8 万个字符。

了解有关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

数据集数据集对对象象  JSON 示例示例

对于 Power BI 表架构，可以使用以下数据类型。

若要开始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请参阅左侧导航窗格中的步骤 1：将应用注册到 Azure AD。

下一步 >



后续步骤

注册 Power BI
JSON 简介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json.org/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数据集属性
2018/7/17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数据集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ID Guid 数据集系统范围内的

唯一标识符。

True False

名称 字符串 用户定义的数据集的

名称。

False True

表 Table[] 表的集合。 False False

关系 Relationship[] 表之间的关系的集合。 False False

defaultMode 字符串 确定是否使用“Push”、
“Streaming”和“PushStr
eaming”的值推送、流
式处理或既推送又流

式处理数据集。

False False

表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名称 字符串 用户定义的表的名称。

还可用作该表的标识

符。

False True

列 column[] 列的集合。 False True

度量值 measure[] 度量值的集合。 False False

isHidden 布尔 如果为 True，表将从客
户端工具中隐藏。

False False

列

当前版本 1 的数据集 API 仅允许使用一个名称和一个表集合创建的数据集。 每个表可以具有一个名称和一个列集
合。 每个列具有一个名称和数据类型。 我们主要通过对度量值和表格间的关系的支持来极大地扩展这些属性。 此版
本受支持的属性的完整列表如下：

可从数据集操作组页进行访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api-dataset-propertie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名称 字符串 用户定义的列的名称。 False True

dataType 字符串 受支持的 EDM 数据类
型(#edm-数据类型)
和限制。 请参阅 数据
类型限制(#数据类型
限制)。

False True

formatString 字符串 描述如何在显示值时

对值进行格式化。 若
要了解字符串格式化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FORMAT_STRING 内
容(#format_string-内
容)。

False False

sortByColumn 字符串 在同一个表中用于排

序当前列的某一列的

字符串名称。

False False

dataCategory 字符串 用于描述了该列中数

据的数据类别的字符

串值。 一些公用值包
括：Address、City、
Continent、Country、
Image、ImageUrl、
Latitude、Longitude、
Organization、Place、
PostalCode、
StateOrProvince、
WebUrl

False False

isHidden 布尔 指示视图中是否隐藏

该列的属性。 默认值
为 False。

False False

summarizeBy 字符串 列的默认聚合方法。

值包括：default、
none、sum、min、
max、count、average、
distinctCount

False False

度量值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名称 字符串 用户定义的度量值的

名称。

False True

表达式 字符串 有效的 DAX 表达式。 False True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382832.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s146084.aspx


  

formatString 字符串 描述如何在显示值时

对值进行格式化。 若
要了解字符串格式化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FORMAT_STRING 内
容(#format_string-内
容)。

False False

isHidden 字符串 如果为 True，表将从客
户端工具中隐藏。

False False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关系

名称名称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只只读读 必填必填

名称 字符串 用户定义的关系的名

称。 还可用作该关系
的标识符。

False True

crossFilteringBehavior 字符串 关系的筛选方向：

OneDirection（默认）、
BothDirections、
Automatic

False False

fromTable 字符串 外键表的名称。 False True

fromColumn 字符串 外键列的名称。 False True

toTable 字符串 主键表的名称。 False True

toColumn 字符串 主键列的名称。 False True

数据类型限制（适用于 dataType 属性）
数据数据类类型型 限制限制

Int64 不允许使用 Int64.MaxValue 和 Int64.MinValue。

双精度 不允许使用 Double.MaxValue 和 Double.MinValue 值。 NaN 某
些函数（例如 Min、Max）中不支持使用正无穷和负无穷。

布尔 True 或 False。

日期时间 在数据加载期间，我们将不足一天的值量化为 1/300 秒（3.33
毫秒）的整数倍。

字符串 目前允许每个字符串值最多 4000 个字符。

小数 精度 = 28，小数位数 = 4

示例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s146084.aspx


{

  "name": "PushAdvanced",

  "tables": [

    {

      "name": "Date",

      "columns": [

        {

          "name": "Date",

          "dataType": "dateTime",

          "formatString": "dddd\\, mmmm d\\, yyyy",

          "summarizeBy": "none"

        }

      ]

    },

    {

      "name": "sales",

      "columns": [

        {

          "name": "Date",

          "dataType": "dateTime",

          "formatString": "dddd\\, mmmm d\\, yyyy",

          "summarizeBy": "none"

        },

        {

          "name": "Sales",

          "dataType": "int64",

          "formatString": "0",

          "summarizeBy": "sum"

        }

      ],

      "measures": [

        {

          "name": "percent to forecast",

以下代码示例包括以下多个属性：



          "expression": "SUM(sales[Sales])/SUM(forecast[forecast])",

          "formatString": "0.00 %;-0.00 %;0.00 %"

        }

      ]

    },

    {

      "name": "forecast",

      "columns": [

        {

          "name": "date",

          "dataType": "dateTime",

          "formatString": "m/d/yyyy",

          "summarizeBy": "none"

        },

        {

          "name": "forecast",

          "dataType": "int64",

          "formatString": "0",

          "summarizeBy": "sum"

        }

      ]

    }

  ],

  "relationships": [

    {

      "name": "2ea345ce-b147-436e-8ac2-9d3c4d82af8d",

      "fromTable": "sales",

      "fromColumn": "Date",

      "toTable": "Date",

      "toColumn": "Date",

      "crossFilteringBehavior": "bothDirections"

    },

    {

      "name": "5d95f419-e589-4345-9581-6e70670b1bba",

      "fromTable": "forecast",



      "fromTable": "forecast",

      "fromColumn": "date",

      "toTable": "Date",

      "toColumn": "Date",

      "crossFilteringBehavior": "bothDirections"

    }

  ]

}



步骤 1：将应用注册到 Azure AD
2018/8/2 • • Edit Online

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的第一步是在 Azure AD 中注册你的应用。 你需要先执行此操作以获取客客户户端端
ID，它会在 Azure AD 中标识你的 Web 应用。 没有客客户户端端  ID，Azure AD 则无法对你的 Web 应用进行身份验
证。

注意注意：注册 Power BI 的应用前，需要注册 Power BI。

以下是在 Azure AD 中注册应用的步骤。

1. 请转到 dev.powerbi.com/apps。
2. 单击使用使用现现有有帐户帐户登登录录，并登录 Power BI 帐户。
3. 输入应应用名称用名称，例如“推送数据应用示例”。
4. 对于应应用用类类型型，选择本机本机应应用用。
5. 输入重定向 URL，例如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对于本机客本机客户户端端应应用用，重定向 URI 可为

Azure AD 提供有关其将进行身份验证的特定应用程序的更多详细信息。 客户端应用的标准 URI 为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6. 对于选择选择要要访问访问的的  API，请选择读读写所有数据集写所有数据集。 有关所有 Power BI 应用权限的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权
限。

7. 单击注册注册应应用用，并保存生成的客客户户端端  ID。 客客户户端端  ID 用于识别 Azure AD 中的应用。

以下是注册适用于注册适用于  Power BI 的的应应用程序用程序页面应有的外观：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register-app-with-azure-ad.md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E3%80%82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E3%80%82


后续步骤

接下来的步骤展示如何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下一步 >

注册 Power BI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演练：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

注册应用程序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步骤 2：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2018/6/28 • • Edit Online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在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步步骤骤  1（使用 Azure AD 注册应用）中，你已在 Azure AD 中注册了客户端应用程序。 在
此步骤中，你将获得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Power BI 应用将与 Azure AD 集成，以便为你的应用提供安全的登录
和授权 你可以使用令牌向 Azure AD 进行身份验证，并获得对 Power BI 资源的访问权限。

下面介绍如何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注意注意：在开始之前，先确保已按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演练中之前的步骤进行了操作。

1. 在 Visual Studio 2015 中，创建控制台控制台应应用程序用程序项目。

2. 安装 Azure AD Authentication Library for .NET NuGet 程序包。 若要获取 .NET 应用的身份验证安全令
牌，可以使用此程序包。 下面介绍了安装此程序包的方法：

a. 在 Visual Studio 2015 中，选择工具工具  > NuGet 包管理器包管理器  > 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

b. 在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中，输入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
Version 2.21.301221612。

3. 将下面的代码添加到 Program {...} 类中。

4. 使用注册应用时获得的客客户户端端  ID 替换“{ClientID}”。 请参阅向 Azure AD 注册应用。

5. 安装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程序包后，将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添加到 Program.cs 中。

6. 运行控制台应用，并登录到你的 Power BI 帐户。 应该可以在控制台窗口中看到令牌字符串。

获获取身份取身份验证验证安全令牌的示例代安全令牌的示例代码码

将此代码添加到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

调用操作的令牌变量：

在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get-token.md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endregion

完整代码清单

添加 GetToken() 方法：

获得身份验证令牌后，就可以调用任何 Power BI 操作。 下一步演示如何调用 PostDataset 操作来创建数据集，以
便将数据推送到仪表板。

下一步将演示如何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下面是完整代码清单。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namespace walkthrough_push_data
{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endregion

    }
}

下一步 >



后续步骤

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使用 Azure AD 注册应用
Azure AD Authentication Library for .NET NuGet 程序包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步骤 3：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2018/7/11 • • Edit Online

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NOTENOTE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在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步步骤骤  2（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中，你获得一个对 Azure AD 进行身份验证的令牌。 在
此步骤中，使用该令牌调用 PostDataset 操作。

若要调用 REST 资源，需用定位该资源的 URL，并向 Power BI 服务资源发送描述数据集的 JavaScript 对象表示
法 (JSON) 字符串。 REST 资源可标识你想使用的 Power BI 服务的部分。 要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目标资源为数数
据集据集。 标识数据集的 URL 是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如果你正在推送组内的数据，该
URL 为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若要对 Power BI REST 操作进行身份验证，请将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中获得的令牌添加到请求头中：

当调用 PostDataset 操作时，创建新的数据集。

下面介绍了如何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在开始之前，先确保已按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演练中之前的步骤进行了操作。

1. 在步骤 2 -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中创建的控制台应用程序项目中，将 using System.Net; 和 using
System.IO; 添加到 Program.cs。

2. 在 Program.cs 中，添加以下代码。
3. 运行控制台应用，并登录到你的 Power BI 帐户。 应该可以在控制台窗口中看到已已创创建的数据集建的数据集。 此外，还可
以登录到 Power BI 查看新的数据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create-dataset.m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E3%80%82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7Bgroup_id%7D/datasets%E3%80%82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示例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示例

将此代码添加到 Program.cs。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

#regio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private static void CreateDataset()
{
    //TODO: Add using System.Net and using System.IO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Create dataset JSON for POST request
    string datasetJson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64\"}, " +
        "{ \"name\": \"Name\", \"dataType\": \"string\"}, "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name\": \"ManufacturedOn\", \"dataType\": \"DateTime\"}" +
        "]}]}";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ataset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0}", response.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在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中：

Add a CreateDataset() method:



  

完整代码清单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IO;

namespace walkthrough_push_data
{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下一步将向你演示如何获取数据集以将行添加到 Power BI 表

下面是完整代码清单。



        }

        #endregion

        #regio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private static void CreateDataset()
        {
            //TODO: Add using System.Net and using System.IO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Create dataset JSON for POST request
            string datasetJson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64\"}, " +
                "{ \"name\": \"Name\", \"dataType\": \"string\"}, "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name\": \"ManufacturedOn\", \"dataType\": \"DateTime\"}" +
                "]}]}";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ataset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0}", response.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
}

后续步骤

下一步 >

获取数据集以将行添加到 Power BI 表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PostDataset
PostDatasetInGroup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仪表板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dataset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datasetingroup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步骤 4：获取数据集以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2018/7/11 • • Edit Online

获取 Power BI 数据集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在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步步骤骤  3（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中，你调用了创建数据集操作以在 Power BI 中创建
数据集。 在此步骤中，你将使用获取数据集操作和 Newtonsoft.Json 来获取数据集 ID。在步骤 4 中使用数据集 ID
向数据集添加行。

要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需要引用数据集中的表。 要引用数据集中的表，首先需要获取数据集数据集  ID。 使
用“按 ID 获取数据集”操作获取数据集 ID。 “按 ID 获取数据集”操作将返回一个 JSON 字符串，它包含 Power BI
中所有数据集的列表。 对 JSON 字符串进行反序列化的推荐的方法是使用 Newtonsoft.Json。

下面介绍如何获取数据集。

注意注意：在开始之前，先确保已按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演练中之前的步骤进行了操作。

1. 在步骤 2：推送数据 -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演练中创建的控制台应用程序项目中，安装 Newtonsoft.Json
NuGet 包。 下面介绍了安装此程序包的方法：

a. 在 Visual Studio 2015 中，选择工具工具  > NuGet 包管理器包管理器  > 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程序包管理器控制台。

b. 在包管理器控制台包管理器控制台中，输入 Install-Package Newtonsoft.Json。

2. 安装包后，将 using Newtonsoft.Json; 添加到 Program.cs。

3. 在 Program.cs 中，添加以下代码以获取数据集数据集  ID。

4. 运行控制台应用，并登录到你的 Power BI 帐户。 应可在控制台窗口中看到数据集数据集 ID: 后跟 ID。

获获取数据集示例取数据集示例

将此代码添加到 Program.cs。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string datasetId = GetDataset();
}

在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中：

添加 GetDatset() 方法 ︰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get-dataset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byid
http://www.newtonsoft.com/json


  

完整代码清单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IO;
using Newtonsoft.Json;

namespace walkthrough_push_data
{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region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Dataset()
  {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string datasetId = string.Empty;
      //Get HttpWebResponse from GET request
      using (HttpWebResponse http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
          //Get StreamReader that holds the response stream
          using (StreamReader reade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http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
              string responseContent = reader.ReadToEnd();

              //TODO: Install NuGet Newtonsoft.Json package: Install-Package Newtonsoft.Json
              //and add using Newtonsoft.Json
              var results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dynamic>(responseContent);

              //Get the first id
              datasetId = results["value"][0]["id"];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ID: {0}", datasetId));
              Console.ReadLine();

              return datasetId;
          }
      }
  }
  #endregion

下一步将演示如何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下面是完整代码清单。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string datasetId = GetDataset();

        }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endregion

        #regio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private static void CreateDataset()
        {
            //TODO: Add using System.Net and using System.IO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Create dataset JSON for POST request
            string datasetJson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64\"}, " +
                "{ \"name\": \"Name\", \"dataType\": \"string\"}, "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name\": \"ManufacturedOn\", \"dataType\": \"DateTime\"}" +
                "]}]}";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ataset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0}", response.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region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Dataset()
        {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string datasetId = string.Empty;
            //Get HttpWebResponse from GET request
            using (HttpWebResponse http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
                //Get StreamReader that holds the response stream
                using (StreamReader reade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http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
                    string responseContent = reader.ReadToEnd();

                    //TODO: Install NuGet Newtonsoft.Json package: Install-Package Newtonsoft.Json
                    //and add using Newtonsoft.Json
                    var results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dynamic>(responseContent);

                    //Get the first id
                    datasetId = results["value"][0]["id"];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ID: {0}", datasetId));
                    Console.ReadLine();

                    return datasetId;
                }
            }
        }



        }
        #endregion
    }
}

后续步骤

下一步 >

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Newtonsoft.Json
获取数据集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www.newtonsoft.com/json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步骤 5：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2018/8/8 • • Edit Online

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NOTENOTE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在“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步步骤骤  4（获取数据集以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中，你使用了获取数据集操作和
Newtonsoft.Json 来获取数据集 ID。在此步骤中，将该数据集 ID 用于 PostRows 操作，将行添加到 Power BI 数据
集。

调用 PostRows 操作时，会将行添加到数据集。

下面介绍了如何使用 Power BI API 将行添加到数据集。

在开始之前，先确保已按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演练中之前的步骤进行了操作。

1. 在步骤 2：用以推送数据的演练，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中创建的控制台应用程序项目中，添加以下代码。
2. 运行控制台应用，并登录到你的 Power BI 帐户。 应可看到控制台窗口中的添加行添加行。 还可以登录到 Power BI 来
查看已添加到数据集中的行。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示例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示例

将此代码添加到 Program.cs。

在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add-row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datasets/getdataset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row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pushdatasets/datasets_postrows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string datasetId = GetDataset();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AddRows(datasetId, "Product");
}     

添加 AddRows() 方法：



  

    #region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void AddRows(string datasetId, string tableName)
    {
        string powerBIApiAddRowsUrl = 
String.Format("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0}/tables/{1}/rows", datasetId, tableName);

        //POST web request to add rows.
        //To add rows to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dataset_id}/tables/{table_name}/rows
        //Change request method to "POST"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ApiAddRows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JSON content for product row
        string rowsJson = "{\"rows\":" +
            "[{\"ProductID\":1,\"Name\":\"Adjustable 
Race\",\"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2,\"Name\":\"LL 
Crankarm\",\"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3,\"Name\":\"HL Mountain Frame - 
Silver\",\"Category\":\"Bike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rows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Rows Added");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完整代码清单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IO;
using Newtonsoft.Json;

namespace walkthrough_push_data
{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下面是完整代码清单。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string datasetId = GetDataset();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AddRows(datasetId, "Product");

        }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endregion

        #region Create a dataset in a Power BI
        private static void CreateDataset()
        {
            //TODO: Add using System.Net and using System.IO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Create dataset JSON for POST request
            string datasetJson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64\"}, " +
                "{ \"name\": \"Name\", \"dataType\": \"string\"}, "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name\": \"ManufacturedOn\", \"dataType\": \"DateTime\"}" +
                "]}]}";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ataset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0}", response.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region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Dataset()
        {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string datasetId = string.Empty;
            //Get HttpWebResponse from GET request
            using (HttpWebResponse http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
                //Get StreamReader that holds the response stream
                using (StreamReader reade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http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
                    string responseContent = reader.ReadToEnd();

                    //TODO: Install NuGet Newtonsoft.Json package: Install-Package Newtonsoft.Json
                    //and add using Newtonsoft.Json
                    var results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dynamic>(responseContent);

                    //Get the first id
                    datasetId = results["value"][0]["id"];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ID: {0}", datasetId));
                    Console.ReadLine();

                    return datasetId;
                }
            }
        }
        #endregion

        #region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void AddRows(string datasetId, string tableName)
        {
            string powerBIApiAddRowsUrl = 
String.Format("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0}/tables/{1}/rows", datasetId, tableName);

            //POST web request to add rows.
            //To add rows to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dataset_id}/tables/{table_name}/rows
            //Change request method to "POST"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ApiAddRows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JSON content for product row
            string rowsJson = "{\"rows\":" +
                "[{\"ProductID\":1,\"Name\":\"Adjustable 
Race\",\"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2,\"Name\":\"LL 
Crankarm\",\"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3,\"Name\":\"HL Mountain Frame - 
Silver\",\"Category\":\"Bike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rows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Rows Added");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
}

后续步骤

虽然我们指定在以上代码中 //Get 第一个第一个  ID，但正确的做法是按名称搜索数据集。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仪表板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完整代码清单
2018/6/27 • • Edit Online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IO;
  using Newtonsoft.Json;

  namespace walkthrough_push_data
  {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string token = string.Empty;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token = GetToke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CreateDataset();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string datasetId = GetDataset();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AddRows(datasetId, "Product");

          }

          #region Get an authentication access token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Token()
          {
              // TODO: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Version 2.21.301221612
              // and add using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The client id that Azure AD created when you registered your client app.
              string clientID = "{Client_ID}";

              //RedirectUri you used when you register your app.
              //For a client app, a redirect uri gives Azure AD more details on the application that it will 
authenticate.
              // You can use this redirect uri for your client app
              string redirectUri = "https://login.live.com/oauth20_desktop.srf";

              //Resource Uri for Power BI API
              string resourceUri = "https://analysis.windows.net/powerbi/api";

              //OAuth2 authority Uri
              string authorityUri = "https://login.windows.net/common/oauth2/authorize";

              //Get access token:
              // To call a Power BI REST operation, create an instance of AuthenticationContext and call 
AcquireToken

本文是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的分步演练的一部分。

执行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中的步骤 2 到 5 后，完整源代码应如下所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developer/walkthrough-push-data-complete-code.md


AcquireToken
              // AuthenticationContext is part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 To install the Active Directory Authentication Library NuGet package in Visual Studio,
              //  run "Install-Package Microsoft.IdentityModel.Clients.ActiveDirectory" from the nuget Package 
Manager Console.

              // AcquireToken will acquire an Azure access token
              // Call AcquireToken to get an Azure token from Azure Active Directory token issuance endpoint
              AuthenticationContext authContext = new AuthenticationContext(authorityUri);
              string token = authContext.AcquireToken(resourceUri, clientID, new Uri(redirectUri)).AccessToken;

              Console.WriteLine(token);
              Console.ReadLine();

              return token;
          }

          #endregion

          #region Create a dataset in Power BI
          private static void CreateDataset()
          {
              //TODO: Add using System.Net and using System.IO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Create dataset JSON for POST request
              string datasetJson = "{\"name\": \"SalesMarketing\", \"tables\": " +
                  "[{\"name\": \"Product\", \"columns\": " +
                  "[{ \"name\": \"ProductID\", \"dataType\": \"Int64\"}, " +
                  "{ \"name\": \"Name\", \"dataType\": \"string\"}, " +
                  "{ \"name\": \"Category\", \"dataType\": \"string\"}," +
                  "{ \"name\": \"IsCompete\", \"dataType\": \"bool\"}," +
                  "{ \"name\": \"ManufacturedOn\", \"dataType\": \"DateTime\"}" +
                  "]}]}";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ataset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0}", response.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region Get a dataset to add rows in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Dataset()
          {



              string powerBIDatasetsApiUrl =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
              //POST web request to create a dataset.
              //To create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DatasetsApi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string datasetId = string.Empty;
              //Get HttpWebResponse from GET request
              using (HttpWebResponse http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
                  //Get StreamReader that holds the response stream
                  using (StreamReader reade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http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
                      string responseContent = reader.ReadToEnd();

                      //TODO: Install NuGet Newtonsoft.Json package: Install-Package Newtonsoft.Json
                      //and add using Newtonsoft.Json
                      var results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dynamic>(responseContent);

                      //Get the first id
                      datasetId = results["value"][0]["id"];

                      Console.WriteLine(String.Format("Dataset ID: {0}", datasetId));
                      Console.ReadLine();

                      return datasetId;
                  }
              }
          }
          #endregion

          #region Add rows to a Power BI table
          private static void AddRows(string datasetId, string tableName)
          {
              string powerBIApiAddRowsUrl = 
String.Format("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datasets/{0}/tables/{1}/rows", datasetId, tableName);

              //POST web request to add rows.
              //To add rows to a dataset in a group, use the Groups uri: 
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groups/{group_id}/datasets/{dataset_id}/tables/{table_name}/rows
              //Change request method to "POST"
              HttpWebRequest request = System.Net.WebRequest.Create(powerBIApiAddRowsUrl) as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POST";
              request.ContentLength = 0;
              reques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Add token to the request header
              request.Headers.Add("Authorization", String.Format("Bearer {0}", token));

              //JSON content for product row
              string rowsJson = "{\"rows\":" +
                  "[{\"ProductID\":1,\"Name\":\"Adjustable 
Race\",\"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2,\"Name\":\"LL 
Crankarm\",\"Category\":\"Component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
                  "{\"ProductID\":3,\"Name\":\"HL Mountain Frame - 
Silver\",\"Category\":\"Bikes\",\"IsCompete\":true,\"ManufacturedOn\":\"07/30/2014\"}]}";

              //POST web request



              //POST web request
              byte[] byteArray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rowsJson);
              request.ContentLength = byteArray.Length;

              //Write JSON byte[] into a Stream
              using (Stream writer =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
                  writer.Write(byteArray, 0, byteArray.Length);

                  var response = (HttpWebResponse)request.GetResponse();

                  Console.WriteLine("Rows Added");

                  Console.ReadLine();
              }
          }

          #endregion
      }
  }

后续步骤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
演练 - 将数据推送到 Power BI 数据集
使用 Azure AD 注册应用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在 Power BI 中创建数据集
获取数据集以将行添加到 Power BI 表
向 Power BI 表中添加行
Power BI REST API 引用
Power BI REST API 概述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018/7/20 • • Edit Online

比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一个本地报表服务器，其中包含可显示和管理报表和 KPI 的 Web 门户，以及用于创建
Power BI 报表、分页报表、移动报表和 KPI 的工具。 用户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访问这些报表：在 Web 浏览器、
移动设备或在收件箱中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查看报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类似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和 Power BI 联机服务，但采用不同的方式。 像
Power BI 服务一样，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可托管 Power BI 报表 (.PBIX) 和 Excel 文件。 像 Reporting Services
一样，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本地服务器，可托管分页报表 (.RDL)。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 Reporting
Services 的超集：可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等执行 Reporting Services 中可以执行的所有操作，还包括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get-started.md


授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

Power BI 报表

Power BI 报表的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比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Power BI 服务。

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不同许可证来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带软件保障的 Power BI Premium 和 SQL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使用 Power BI Premium 许可证可以创建混合云和本地的混合部署。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入口点是可以在任意新式浏览器中查看的安全 Web 门户。 可以在此处访问所有报表和
KPI。 Web 门户上的内容在传统的文件夹层次结构中进行分类。 在你的文件夹中，内容按以下类型进行分组：
Power BI 报表、移动报表、分页报表、KPI 和 Excel 工作簿，以及用作报表构建基块的共享数据集和共享数据
源。 可以标记收藏夹以在单个文件夹中查看这些内容。 此外，还可以直接在 Web 门户中创建 KPI。

根据你的权限，可以在 Web 门户中管理内容。 可以安排报表处理、按需访问报表，并订阅已发布报表。 还可以
向 Web 门户应用自己的自定义品牌。

有关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的详细信息。

使用更适合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创建 Power BI 报表 (.PBIX)。 然后将其发布到自己环境的
Web 门户中并在其中查看这些报表。

Power BI 报表是数据模型的多角度视图，使用可视化效果表示数据模型的各种结果和见解。 报表可包含单个可
视化效果，也可包含充满可视化效果的多个页面。 根据你的角色，可以读取和浏览报表，也可以为其他人创建
报表。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https://www.microsoft.com/sql-server/sql-server-2017-edi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branding-the-web-portal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eb-portal-ssrs-native-mode


分页报表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

报表服务器编程功能

后续步骤

分页报表 (.RDL) 是具有可视化效果的文档样式报表，表格在其中从横向和纵向展开，以便根据需要逐页显示其
所有数据。 这非常适合生成更适合打印的布局固定且像素效果完美的文档，如 PDF 和 Word 文件。

可以使用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中的报表生成器或报表设计器来创建新式报表。

移动报表连接到本地数据，并且具有可适应不同的设备以及不同的屏幕方向的响应式布局。 使用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创建这些报表。

有关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的详细信息。

利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编程功能，可以使用 API 在自定义应用中集成或扩展数据和报表处理，从而扩展和
自定义报表功能。

详细阅读报表服务器开发者文档。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tools/reporting-services-in-sql-server-data-tools-ssdt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builder/report-builder-in-sql-server-2016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mobile-reports/create-mobile-reports-with-sql-server-mobile-report-publish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ing-services-developer-document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比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Power BI 服务
2018/6/27 • • Edit Online

功能功能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POWER BI 服服务务 注意注意

部署 本地云或托管云 云 如果通过 Power BI Premium
获得许可，则可以在 Azure
VM（托管云）中部署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源数据 云和/或本地 云和/或本地

许可证 带 SA 的 Power BI Premium
或 SQL Server EE

Power BI Pro 和/或 Power BI
Premium

生命周期 现代生命周期策略 完全托管的服务

发行周期 每 4 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Power BI 服务中首先提供最
新功能和修补程序。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在接下来的几
个版本中提供了最核心功能；

某些功能仅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

是 是

在浏览器中创建 Power BI 报
表

否 是

是否需要网关 否 对于本地数据源，则为“是”

实时流式处理 否 是 Power BI 中的实时流式处理

仪表板 否 是 Power BI 服务中的仪表板

使用应用分发报表组 否 是 创建和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

表的应用

内容包 否 是 组织内容包：简介

连接到 Salesforce 等服务 否 是 使用 Power BI 服务连接到所
使用的服务

问答 否 是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问答

快速见解 否 是 通过 Power BI 自动生成数据
见解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Power BI 服务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一些关键区别。 此表对其分别进行介绍。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ompare-report-server-service.md


在 Excel 中分析 否 是 在 Excel 中分析

分页报表 是 否 分页报表在 Power BI 服务中
不可用，但可以将分页报表项

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Power BI 移动应用 是 是 Power BI 移动应用概述

ARC GIS 地图 否 是 Power BI 服务和 Power BI
Desktop 中通过 Esri 实现的
ArcGIS 地图

Power BI 报表的电子邮件订
阅

否 是 在 Power BI 服务中订阅报表
或仪表板

分页报表的电子邮件订阅 是 否 Reporting Services 中的电子
邮件传递

数据警报 否 是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行级别安全性 只能通过 DirectQuery 模式
下的数据源

在 DirectQuery（数据源）和导
入模式下均可用

Power BI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全屏模式 否 是 Power BI 服务中的全屏模式

高级 Office 365 协作 否 是 使用 Office 365 在应用工作
区中协作

R 视觉对象 否 是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 R 视
觉对象

预览功能 否 是 选择使用 Power BI 服务预
览功能

自定义视觉对象 是 是 在 Power BI 中自定义视觉对
象

Power BI Desktop 更适合报表服务器的版本，

可使用报表服务器下载

更适合 Power BI 服务的版
本，可从 Windows 应用商店
下载

适用于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适用于 Power BI 服务的
Power BI Desktop

功能功能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POWER BI 服服务务 注意注意

后续步骤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pin-reporting-services-items-to-power-bi-dashboard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ubscriptions/e-mail-delivery-in-reporting-servi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http://aka.ms/pbidesktopstore


教程：浏览 VM 中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
2018/7/17 • • Edit Online

创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VM

在本教程中，使用已安装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Azure 虚拟机，以便可以查看、编辑和管理示例 Power BI、分
页报表和 KPI。

以下是将在本教程中执行的任务：

创建并连接到 VM
启动并浏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
标记收藏夹项

查看和编辑 Power BI 报表
查看、管理和编辑分页报表

在 Excel Online 中查看 Excel 工作簿

对于本教程，你需要 Azure 订阅。 如果没有，请在开始之前先创建一个免费帐户。

幸运的是，Power BI 团队已创建已安装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附带的 VM。

1. 在 Azure 市场中，打开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 选择“立即获取”。

3. 若要同意提供商的使用条款和隐私策略，请选择“继续”。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tutorial-explore-report-server-web-portal.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WT.mc_id=A261C142F
https://azuremarketplace.microsoft.com/marketplace/apps/reportingservices.technical-preview?tab=Overview


4. 步骤 1 基本信息，对于 VM 名称，称之为 reportservervm。

5. 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6. 对于资源组，保留“新建”，并称之为 reportserverresourcegroup。

如果要多次参阅本教程，则需要在该资源组首次出现之后为其指定一个其他名称。 不能在同一个订阅中两次
都使用相同的资源组名称。

7. 保留其他默认值 >“确定”。



连接到虚拟机

8. 步骤 2 设置，保留默认值 >“确定”。

9. 步骤 3 摘要 > “确定”。

10. 步骤 4，查看用户条款和隐私策略 >“创建”。

提交提交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的部署器的部署过程需要几分钟时间。

1. 在 Azure 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虚拟机”。

2. 在“按名称筛选”框中，键入“报表”。

3. 选择名为 REPORTSERVERVM 的 VM。



VM 中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4. 在 REPORTSERVERVM 虚拟机下，选择“连接”。

5. 在“远程桌面连接”对话框中，选择“连接”。

6. 输入为 VM 创建的名称和密码 >“确定”。

7. 下一个对话框中显示无法识别远程计算机的标识。 选择“是”。

随即将打开新的 VM。

打开 VM 后，以下是桌面上看到的项目。



数字数字 项项目内容目内容

启动 SQL Server Data Tools，用于创建分页 (.RDL) 报表

抽样 Power BI (.PBIX) 报表

链接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文档

启动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2018
年 3 月）

在浏览器中打开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

双击“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图标。 浏览器将打开 http://localhost/reports/browse 。 在 Web 门户中，将看到按类
型分组的各种文件。



    

数字数字 项项目内容目内容

Web 门户中创建的 KPI

Power BI (.PBIX) 报表

SQL Server 移动报表发布服务器中创建的移动报表

报表生成器或 SQL Server Data Tools 中创建的分页报表

Excel 工作簿

分页报表的数据源

标记收藏夹

可以标记要收藏的报表和 KPI。 这样方便你快速找到，因为在 Web 门户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它们全都会被收
集到一个“收藏夹”文件夹中。

1. 依次选择利利润润率率  KPI 右上角的省略号 (…) 和“添加到收藏夹”。



查看列表视图中的项目

Power BI 报表

查查看看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表

2. 在 Web 门户功能区上选择“收藏收藏夹夹”，以在 Web 门户的“收藏夹”页上查看该收藏和其他收藏。

3. 选择“浏览”以返回到 Web 门户。

默认情况下，Web 门户在磁贴视图中显示其内容。

可以切换到列表视图，以便可以轻松地一次移动或删除多个项目。

1. 依次选择“磁贴” > “列表”。

2. 返回到磁贴视图：选择“列表” > “磁贴”。

可以查看 Web 门户中的 Power BI 报表并与之进行交互，还可以直接从 Web 门户启动 Power BI Desktop。

1. 在 Web 门户的“Power BI 报表”下，选择“示例客户概述报表”。 随即在浏览器中打开报表。

2. 选择树形图中的美国块以查看如何突出显示其他视觉对象中的相关值。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编辑编辑
1. 选择“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编辑”。

2. 选择“允许”以允许此网站打开计算机上的程序。

随即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报表。 请记住上栏中的名称，“Power BI Desktop（2018 年 3 月）”。 这是更
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版本。

使用安装在 VM 上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不能跨域上传报表。

3. 在“字段”窗格中，展开“客户”表并将“职业”字段拖动到报表级别筛选器。



4. 保存报表。

5. 返回到浏览器中的报表，然后选择浏览器“刷新”图标。

6. 展开右侧的“筛选器”窗格以查看已添加的“职业”筛选器。 选择“专业人员”。



分页 (.RDL) 报表

管理分管理分页报页报表表

查查看分看分页报页报表表

7. 选择“浏览”以返回到 Web 门户。

可以查看和管理分页报表，还可以从 Web 门户启动报表生成器。

1. 在 Web 门户的“分页报表”下，选择“销售订单” > “管理”旁边的省略号 (...)。

2. 选择“参数”，将 SalesOrderNumber 的默认值更改为 SO50689 > “应用”。

3. 选择“浏览”以返回到 Web 门户。

1. 在 Web 门户中选择“销售订单”。

2. 将看到打开已设置的“订单”参数 SO50689 的报表。



可以在此处更改该参数以及其他参数，而无需更改默认值。

3. 选择“订单 SO48339” > “查看报表”。

4. 将看到这是“第 1 页，共 2 页”。 选择右箭头以查看第二页。 表继续在该页上显示。



编辑编辑分分页报页报表表

5. 选择“浏览”以返回到 Web 门户。

可以在报表生成器中编辑分页报表，还可以直接从浏览器启动报表生成器。

1. 在 Web 门户中，选择“销售订单” > “在报表生成器中编辑”旁边的省略号 (...)。

2. 选择“允许”以允许此网站打开计算机上的程序。

3. “销售订单”报表将在报表生成器的设计视图中打开。

4. 选择“运行”以预览报表。



查看 Excel 工作簿

清理资源

后续步骤

5. 关闭报表生成器，然后返回到浏览器。

可以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Excel Online 中查看 Excel 工作簿并与之进行交互。

1. 选择 Excel 工作簿“Office Liquidation Sale.xlsx”。 可能会要求输入凭据。 选择“取消”。 随即在 Web 门户中打
开。

2. 在切片器中选择“设备”。

3. 选择“浏览”以返回到 Web 门户。

现已完成本教程，可以删除资源组、虚拟机及相关的所有资源。

为此，请选择 VM 的资源组，然后选择“删除”。

在本教程中，已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VM。 已尝试过 Web 门户的一些功能，并且已在各自的编辑器中打
开 Power BI 报表和分页报表。 此 VM 已安装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因此你可以尝试使用这些相同
的数据源创建你自己的 Power BI 和分页报表。

若要了解有关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报表的详细信息，请继续操作。

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新增功能
2018/7/20 • • Edit Online

2018 年 5 月
为报为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远远程配置程配置  Power BI iOS  Power BI iOS 移移动应动应用用

2018 年 3 月版本

此版本的亮点此版本的亮点

适用于表和矩适用于表和矩阵阵的基于的基于规则规则的条件格式的条件格式

显显示和示和隐隐藏藏页页

BookmarkingBookmarking

了解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新增功能。 本文涉及主要功能方面，并会在新功能发布时随之进行更新。

若要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请转到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本地报告。

此外查看下面这些源，以便随时了解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新增功能。

Microsoft Power BI 博客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团队博客
Guy in a Cube YouTube 频道

若要了解相关的 Power BI“新增功能”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服务中的最近更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新增功能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作为 IT 管理员，你现在可以使用组织的 MDM 工具来远程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远程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2018 年 3月，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中新增了很多很多功能。 这些功能涉及不
同的方面：

视觉对象

报告

分析

性能

报表服务器

其他

下面这些内容在大量新功能中脱颖而出，尤为值得关注。

创建规则，以便根据表或矩阵中特定的业务逻辑，有条件地对某一列的背景和字体进行着色。

你希望读者访问你的报表，但是部分页面尚未完成。 现在就可以隐藏这些页面，直到它们已准备就绪。 或者可以在
常规导航中隐藏页面，读者可以通过书签或钻取来访问此页面。

说到添加书签，就是创建书签，用报表中的数据来传达信息。

书签交叉突出显示：书签维护并显示在创建书签时报告页的交叉突出显示状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whats-new.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sqlrsteamblog/
https://aka.ms/guyinacub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conditionalFormatt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hidePag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bookmark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bookmarkCrossHighlighting


  

  

  

  

  

跨多个跨多个图图表表选择选择多个数据点多个数据点

跨跨报报表的多个表的多个页页面同步切片器面同步切片器

快速度量快速度量

向下向下钻钻取取筛选筛选其他其他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视觉对视觉对象更新象更新

报报表表

分析分析

PerformancePerformance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导导出出为为可可访问访问的的  PDF PDF

更多书签灵活性：书签反映了你在报表中设置的属性，并且只影响你选择的视觉对象。

在多个图表中选择多个数据点，并将交叉筛选应用于整个页面。

切片器可应用于报表中的一页、两页或多页。

基于现有度量值和表中的数字列新建度量值。

在一个视觉对象的给定类别中向下钻取时，可以让其按相同的类别筛选所有视觉对象。

适用于表和矩阵的单元格对齐方式

表和矩阵列的显示单位和精度控制

条形图和柱形图的溢出数据标签

控制笛卡尔和映射视觉对象的数据标签背景颜色

栏/列填充控制
增加图表中用于轴标签的区域

基于 x 轴和 y 轴分组的散点图视觉对象
地图基于纬度和经度的高密度抽样

响应式切片器

为相对日期切片器添加定位标记日期

关闭报表读取模式中的视觉对象标头

适用于慢数据源的报表选项

改进了默认视觉对象布局

通过选择窗格控制视觉对象排序

锁定报表上的对象

搜索“格式化”和“分析”窗格
字段属性窗格和字段说明

UTCNOW() 和 UTCTODAY()
标记自定义日期表

钻取筛选其他视觉对象

适用于多行卡片的多维 AS 模型的单元格级格式设置

筛选功能性能改进

DirectQuery 性能改进
打开和保存性能改进

“显示不包含数据的项目”改进

现在将分页 (RDL) 报表导出为 PDF 时，可以获取一个可访问/标记的 PDF 文件。 虽然该文件比较大，但更方便屏
幕阅读器和其他辅助技术阅读和导航。 通过将 AccessiblePDF 设备信息设置设为“True”，启用可访问的 PDF。 请参
阅 PDF 设备信息设置和更改设备信息设置。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bookmarkFlexibility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crosshighligh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yncSlice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quickMeasur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drillFiltersOtherVisu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alignmen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displayUnit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overflow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dataLabelBackgroun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padd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axisSiz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scatterChar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highDensityMap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responsiv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january-2018-feature-summary/#anchorDat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sualHeade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slowDataSourc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sualPlacemen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selectionPa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lock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earch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fieldPropertiesPan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utcDAX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customDateTable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december-feature-summary/#drillFiltersOtherVisual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cellLevelFormatt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filter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dqPerf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avePerf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showItemsWithNoData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pdf-device-information-setting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customize-rendering-extension-parameters-in-rsreportserver-config#changing-device-information-settings


  其他改其他改进进

2017 年 10 月版本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数据源表数据源

导导入的数据的入的数据的计计划数据刷新划数据刷新

从服从服务务器器编辑编辑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表

大型文件上大型文件上传传//下下载载

通通过过  OData  OData 源源访问访问共享数据集共享数据集

横向横向扩扩展展

管理管理员设员设置置

“从示例中添加列”的改进
“咨询服务”快速链接
错误报告已改进

查看之前遇到的错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Power BI 报表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可以导入数据和计划数据刷新，或者直接使用
DirectQuery 或与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查询数据。 请参阅支持计划的刷新和支持“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Power BI 报表数据源”中的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列表。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可以设置计划的数据刷新，以使用嵌入式模型（而不是实时连接或 DirectQuery）使
Power BI 报表中的数据始终保持最新。 由于使用嵌入式模型导入数据，一次它会与原始数据源断开连接。 它需要
更新以便数据保持最新状态，而计划的刷新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详细了解“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 Power BI 报表的
计划刷新”。

可以从服务器打开和编辑 Power BI 报表 (.pbix) 文件，而且可以找回上传的原始文件。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已由服务
器刷新，则在首次打开该文件时将不会刷新数据。 需要在本地手动刷新才能查看更改。

可以上传最大 2 GB 的文件（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的报表服务器设置中，此限制默认设置为
1 GB）。 这些文件存储在数据库中，就像它们适用于 SharePoint 一样，并且不需要对 SQL Server 目录进行任何特
殊配置。

可以使用 OData 源从 Power BI Desktop 访问共享数据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通过
OData 源访问共享数据集。

此版本支持横向扩展。使用负载均衡器并设置服务器关联以获得最佳体验。 请注意，该方案尚未针对横向扩展进行
优化，因此，将看到模型可能会在多个节点之间复制。 该方案将在没有网络负载均衡器和粘性会话的情况下运行。
但是，加载模型 N 次时，不仅会看到跨节点的内存过度使用，而且连接之间的性能会下降，因为在模型抵达两个请
求之间的新节点时会对其进行流式传输。

管理员可以在服务器场的 SSMS 高级属性中设置以下属性：

EnableCustomVisuals：True/False
EnablePowerBIReportEmbeddedModels：True/False
EnablePowerBIReportExportData：True/False
MaxFileSizeMb：默认值现在为 1000
ModelCleanupCycleMinutes：检查并从内存中收回模型的频率
ModelExpirationMinutes：根据上次使用时间，定义模型过期并被收回的时长
ScheduleRefreshTimeoutMinutes：一个模型的数据刷新可能需要的时长。 默认情况下，此值为两个小时。 没有
固定上限。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rsreportserver.confi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november-2017-feature-summary/#addColumnFromExampl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february-2018-feature-summary/#consultingServi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error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desktop-march-2018-feature-summary/#viewErrors


<Configuration>
  <Service>
    <PollingInterval>10</PollingInterval>
    <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false</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
    <MaxQueueThreads>0</MaxQueueThreads>
  </Service>
</Configuration>

开开发发人人员员  API API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和和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的内存占用情况器的内存占用情况

查查看看  Excel  Excel 工作簿并与之交互工作簿并与之交互

支持新的表和矩支持新的表和矩阵视觉对阵视觉对象象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5 月

为 SSRS 2017 引入的开发人员 API (REST API) 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扩展，以便处理 Excel 文件和
.pbix 文件。 一个可能的用例是以编程方式从服务器下载文件，对文件进行刷新，然后重新发布文件。 例如，这是使
用 PowerPivot 模型刷新 Excel 工作簿的唯一方法。

请注意，有一个单独的新 API 适用于将在 Swagger 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版本中进行更新的大型文件。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现在可在内部托管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这并非特定于计划的刷新。 托管
SSAS 可以极大地扩展报表服务器的内存占用情况。 AS.ini 配置文件在服务器节点上可用，因此，如果用户熟悉
SSAS，可能想要更新设置，其中包括最大内存限制和磁盘缓存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服
务器属性。

Excel 和 Power BI 包含行业中独一无二的一套工具。 同时，它们使业务分析师更轻松地收集数据、构建数据模型、
分析并以可视化方式浏览数据。 除了在 Web 门户中查看 Power BI 报表之外，企业用户现在也可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Excel 工作簿执行相同的操作，从而向用户提供单个位置来发布和查看其自助服务 Microsoft BI 内
容。

我们已发布了如何将 Office Online Server (OOS) 添加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预览环境的演练。 具有批量许可帐
户的客户可以从批量许可服务中心免费下载 OOS，并且将具有仅查看功能。 配置后，用户可以查看具有以下特点
的 Excel 工作簿并与之交互：

没有外部数据源依赖关系

实时连接到外部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
具有 PowerPivot 数据模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现在支持新的 Power BI 表和矩阵视觉对象。 若要创建具有这些视觉对象的报表，需要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更新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它不能与 Power BI Desktop（2017 年 6 月）版本并行安装。 对于最
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请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下载页上选择“高级下载选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已正式发布 (GA)。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预览版已发布
可以在本地发布 Power BI 报表

通过注释增强了报表协作

支持自定义视觉对象

仅支持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今后将会支持更多数据源。
Power BI 移动应用更新为显示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托管的 Power BI 报表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server-properties/server-properties-in-analysis-service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后续步骤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管理员手册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更改日志
2018/7/20 • • Edit Online

2018 年 3 月

此更改日志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并列出了新项和每次发布版本的 bug 修复。

有关新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新增功能。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版本 1.2.6690.34729（内部版本 15.0.2.402），发布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Bug 修复
启用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2017 目录迁移
Power BI 报表 (PBIX)

分页报表 (RDL)

对于 KPI

总体稳定性改进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自定义身份验证时，可以刷新报表

修改报表属性不会重置数据源凭据

Lookup()  的使用情况或派生功能（如 RDL 表达式中的 LookupSet()  和 
MultiLookup() ）不再导致 #Error

链接报表在打印时接受目标报表页大小

可以为使用级联参数的链接报表创建订阅

在使用 IE11 时，可以修改多值参数默认值
数据驱动订阅传递选项可编辑

可以在订阅执行期间查看和编辑订阅

设置数据源凭据不会删除基于表达式的连接字符串

更新数据时会刷新趋势线

版本 1.2.6660.39920（内部版本 15.0.2.389），发布日期：2018 年 3 月 28 日

Bug 修复
对于 Power BI 报表 (PBIX)，修复在 Power BI 视觉对象中无法正常工作的导出数据
对于 Power BI 报表 (PBIX)，修复无法正常工作的 URL 筛选器
对于分页报表 (RDL)，修复在升级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3 月发行版后在 IE11 中未正确显
示的映像

版本 1.2.6648.38132（内部版本 15.0.2.378），发布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安全更新

辅助功能改进

Bug 修复
针对分页报表 (RDL)，修复链接报表中的参数可见性在编辑属性后被还原的问题
修复采用自定义窗体身份验证的 Web 门户忽略滑动期限 cookie
修复导出到 Word 时，因行内容为空导致行高不一致的问题
针对分页报表 (RDL)，修复在更改数据源凭据时基于表达式的连接字符串被删除的问题
修复将 KPI 与文本值一起使用的能力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hangelog.md


2017 年 10 月

针对分页报表 (RDL)，修复将新数据集分配到现有分页报表 (RDL) 的能力
其他稳定性和可用性的修复内容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

版本：2.56.5023.1043（2018 年 3 月），发布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包含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连接所需的更改（2018 年 3 月）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版本 1.1.6582.41691（内部版本 14.0.600.442），发布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安全更新

Bug 修复
修复了 Model.GetParameters 返回 400 的问题
修复了将共享数据集设置为现有分页报表 (RDL) 的问题
修复了将使用不同参数值的报表导出到 PDF 时出现的 ExecutionNotFoundException

版本 1.1.6551.5155（内部版本 14.0.600.438），发布日期：2017 年 12 月 11 日

Bug 修复
某些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刷新之后无法保存数据。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版本 1.1.6530.30789（生成号 14.0.600.437）

Bug 修复
针对基本身份验证方案进行了修复

修复了以下问题：无法在门户上“订阅”、“缓存刷新计划”和“历史记录快照”的计划页上选择工
作日

对于分页报表 (RDL)，修复了以下问题：如果文本框中的表达式将 CanGrow 属性设为
False，则会导致值不显示颜色且字体不正确
对于 Power BI 报表 (PBIX)，修复了以下问题：向折线图添加图例会导致呈现的视觉对象为
空

版本 1.1.6514.9163（内部版本 14.0.600.434），发布日期：2017 年 11 月 1 日

Bug 修复
对超过 500MB 的 PBIX 报表的上传可靠性问题的修复
对超过 1GB 的 PBIX 报表的数据上传问题的修复

版本 1.1.6513.3500（内部版本 14.0.600.433），发布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

功能

嵌入数据模型支持

Excel 工作簿查看（已启用 Office Online Server 集成）
计划的数据刷新 (PBIX)
直接查询支持

大文件支持（最大 2 GB）
公用 REST API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共享数据集支持（通过 oData）
URL 参数 支持 PBIX 文件
辅助功能改进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

版本：2.51.4885.3981（2017 年 10 月），发布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2017 年 6 月

后续步骤

安全更新

版本：2.51.4885.2501（2017 年 10 月），发布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安全更新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版本 2.51.4885.1423（2017 年 10 月）

Bug 修复
修复了以下问题：32 位 Power BI Desktop 无法在 x86 OS 上运行
对于 Power BI 报表 (PBIX)，修复了 X 轴网格线的显示问题
其他次要缺陷修复

版本：2.51.4885.1041（2017 年 10 月），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

功能

包含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连接所需的更改（2017 年 10 月）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内部版本 14.0.600.309，发布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安全更新

内部版本 14.0.600.305，发布日期：2017 年 9 月 19 日

Bug 修复
更新到最新的必应地图 Web 控件

内部版本 14.0.600.301，发布日期：2017 年 7 月 11 日

Bug 修复
{{UserId}}  标记解析为存储的凭据，而不是在 Power BI 报表中执行报表的用户
某些图像无法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中呈现
无法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更改 Power BI 报表的名称
无法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中加载自定义视觉对象（需要重新安装移动应用以清除本地
缓存）

内部版本 14.0.600.271，发布日期：2017 年 6 月 12 日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初始版本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

版本：2.47.4766.4901（2017 年 6 月），发布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安全更新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t712542.aspx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支持日程表
2018/7/11 • • Edit Online

版本历史记录

版本版本 可用日期可用日期 支持支持结结束日期束日期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 12 日 2018 年 6 月12 日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 19 日 2019 年 3 月 19 日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每年都会发布几次。 安全更新和关键更新在下一版本全面推出 (GA) 前发布。 在下一版本推出
后，旧版本将在 12 个月的发行生命周期的剩余时间里继续接收安全更新程序。

借助此支持策略，我们可以向客户快速提供更新，同时保证灵活性，以便客户能够按照自己的进度来采用更新。

安全更新程序和关键更新服务阶段 - 如果运行最新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可以接收安全更新程序和关键
更新。

仅安全更新程序服务阶段 - 在新版本发布后，对旧版本的支持减少为，在十二 (12) 个月的支持生命周期的剩
余时间里仅提供安全更新程序（如图 1 所示）。

若要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请转到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本地报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新增功能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support-timelin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所要满足的硬件和软件要
求
2018/7/11 • • Edit Online

处理器、内存和操作系统要求

组组件件 要求要求

.NET Framework 4.6

可以从适用于 Windows 的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6（Web
安装程序）手动安装 .NET Framework。

有关 .NET Framework 4.6 的详细信息、建议和指南，请参阅面
向开发者的 .NET Framework 部署指南。

Windows 8.1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中必须有
KB2919355，才能安装 .NET Framework 4.6。

硬盘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至少需要 1 GB 的可用硬盘空间。

托管报表服务器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上必须有额外空间。

内存 最小：1 GB

建议：至少 4 GB

处理器速度 最小：x64 处理器：1.4 GHz

建议：2.0 GHz 或更快

处理器类型 x64 处理器：AMD Opteron、AMD Athlon 64、支持 Intel
EM64T 的 Intel Xeon、支持 EM64T 的 Intel Pentium IV

本文介绍了安装并运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所要满足的最低硬件和软件要求。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system-requirements.md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045560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e942965(v=vs.110).aspx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19355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

Windows Server 2012 R2 Datacenter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Windows Server 2012 R2 Essentials

Windows Server 2012 R2 Foundation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

Windows Server 2012 Essentials

Windows Server 2012 Foundation

Windows 10 家庭版

Windows 10 专业版

Windows 10 企业版

Windows 8.1

Windows 8.1 专业版

Windows 8.1 企业版

Windows 8

Windows 8 专业版

Windows 8 企业版

组组件件 要求要求

NOTENOTE

数据库服务器版本要求

只支持在 x64 处理器上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SQL Server 用于托管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实例可以是本地或远程实例。 以下是可用于托
管报表服务器数据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受支持的版本：

SQL Server 2017
SQL Server 2016
SQL Server 2014
SQL Server 2012

在远程计算机上创建报表服务器数据库时，需要将连接配置为使用域用户帐户或具有网络访问权限的服务帐户。

如果决定使用远程 SQL Server 实例，请仔细考虑报表服务器应使用哪些凭据来连接到 SQL Server 实例。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配置报表服务器数据库连接。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a-report-server-database-connection-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注意事项

只读域控制器 (RODC)

Power BI 报表和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

服服务务器版本器版本 所需的所需的  SKU

2012 SP1 CU4 或更高版本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4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6 和更高版本 标准 SKU 或更高版本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将安装默认值，以配置报表服务器正常运行所需的核心设置。 具体要求如下：

在安装完成之后且在配置报表服务器数据库之前，必须有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 数据库引擎实例托管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将创建的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实际的安装体验不需要有数据库引擎。
用于运行安装程序的用户帐户必须是本地管理员组的成员。

用于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的用户帐户必须有权在托管报表服务器数据库的数据库引擎实例上访问并
创建数据库。

安装程序必须能够使用默认值来保留 URL，从而提供对报表服务器和 Web 门户的访问权限。 这些值为端口
80、强通配符以及格式为 ReportServer 和 Reports 的虚拟目录名称。

虽然报表服务器可以安装在包含只读域控制器 (RODC) 的环境中，但 Reporting Services 必须有权访问读/写域控
制器，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 Reporting Services 仅有权访问 RODC，那么你可能会在尝试管理服务时看到错误消
息。

你可以使用针对表格或多维实例的实时连接。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必须满足适当的版本要求，才能正常工作。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浏览器支持
2018/7/20 • • Edit Online

Web 门户的浏览器要求

报表查看器 Web 控件 (2015) 的浏览器要求

了解支持使用哪些版本的浏览器来管理和查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报表查看器控件。

下面列出了 Web 门户当前支持的浏览器。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7、8.1、10；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2012 R2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

Apple OS X
OS X 10.9-10.11

Apple Safari (+)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

Apple iOS
安装了 iOS 10 的 iPhone 和 iPad

Apple Safari (+)

Google Android
安装了 Android 4.4 (KitKat) 或更高版本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Google Chrome (+)

(+) 表示最新公开发布的版本

下面列出了报表查看器 Web 控件当前支持的浏览器。 报表查看器支持从 Web 门户查看报表。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7、8.1、10；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2012 R2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

Apple OS X
OS X 10.9-10.11

Apple Safari (+)

(+) 表示最新公开发布的版本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browser-support.md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要求要求

浏览浏览器器类类型型 支持支持 浏览浏览器默器默认值认值 服服务务器默器默认值认值

Microsoft Edge (+) 协商、Kerberos、NTLM、基本 协商 是的。 默认身份验证设置适
用于 Edg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协商、Kerberos、NTLM、基本 协商 是的。 默认身份验证设置适
用于 Internet Explorer。

Google Chrome(+) 协商、NTLM、基本 协商 是的。 默认身份验证设置适
用于 Chrome。

Mozilla Firefox(+) NTLM、基本 NTLM 是的。 默认身份验证设置适
用于 Firefox。

Apple Safari(+) NTLM、基本 基本 是的。 默认身份验证设置适
用于 Safari。

有关有关查查看看报报表的脚本要求表的脚本要求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scripts or has been configured to not allow scripts to run. Click here to view 
this report without scripts

NOTENOTE

Visual Studio 中的报表查看器 Web 服务器控件的浏览器支持

浏览器支持特定的身份验证方案，这些方案必须由报表服务器进行处理，这样客户端请求才算成功。 下表明确了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各个浏览器支持的默认身份验证类型。

(+) 表示最新公开发布的版本

若要使用报表查看器，请将浏览器配置为运行脚本。

如果未启用脚本，将会在打开报表时看到如下错误消息：

如果选择在没有脚本支持的情况下查看报表，报表以 HTML 格式呈现，不含报表工具栏和文档结构图等报表查看
器功能。

报表工具栏属于 HTML 查看器组件。 默认情况下，此工具栏显示在浏览器窗口中呈现的每个报表的顶部。 报表查看器的功能
包括在报表中搜索信息、滚动到特定页、调整页面大小以便查看报表。 有关报表工具栏或 HTML 查看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ML 查看器和报表工具栏。

报表查看器 Web 服务器控件用于在 ASP.NET Web 应用中嵌入报表功能。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获取报表查看器控
件，请参阅使用报表查看器控件集成 Reporting Services - 入门。

请使用已启用脚本支持的浏览器。 如果浏览器无法运行脚本，则无法查看报表。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7、8.1、10；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2012 R2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Google Chrome (+)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html-viewer-and-the-report-toolba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application-integration/integrating-reporting-services-using-reportviewer-controls-get-started


后续步骤

Mozilla Firefox (+)

(+) 表示最新公开发布的版本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员概述：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018/6/28 • • Edit Online

安装和迁移

安装安装

迁移迁移

配置报表服务器

安全性

本文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管理概述，该服务器是用于存储和管理 Power BI、移动报表和分页报表的本地位
置。 本文介绍规划、部署和管理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概念，以及指向详细信息的链接。

必须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才能开始使用它。 我们发布了数篇介绍如何处理此任务的文章。

在开始安装、升级或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之前，请先查看报表服务器的系统要求。

若要部署新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请参阅以下对你有所帮助的文档。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无法就地升级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如果要让现有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实例成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必须进行迁移。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需要执行迁移。 请查看迁移文档，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迁移报表服务器安装

报表服务器的配置选项有很多。 要使用 SSL 吗？ 要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器吗？ 要与 Power BI 服务集成以固定可
视化效果吗？

可以在报表服务器配置管理器中指定大部分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配置管理器文档。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admin-handbook-overview.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reporting-services-configuration-manager-native-mode


后续步骤

安全和保护措施对每个组织都非常重要。 可以查看安全文档，了解身份验证、授权、角色和权限。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查找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ecurity/reporting-services-security-and-protec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 Power BI 报表计划的刷新
2018/7/20 • • Edit Online

工作原理

Analysis ServicesAnalysis Services

注意事项和限制

无法使用无法使用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时时

通过对 Power BI 报表设置计划的刷新，可使报表数据保持最新状态。

计划的刷新特定于含嵌入模型的 Power BI 报表。 这意味着，你会将数据导入报表，而不使用实时连接或
DirectQuery。 在导入你的数据时，它从原始数据源断开连接并且需要更新以使数据保持最新。 计划的刷新是让数
据保持最新的方法。

在报表的管理部分配置计划的刷新。 有关如何配置计划的刷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配置 Power BI 报表计划的
刷新。

为 Power BI 报表中使用计划的刷新时涉及多个组件。

SQL Server 代理作为计时器用于生成计划的事件。
将计划的作业添加到报表服务器数据库中的事件和通知队列。 在横向扩展部署中，队列将跨部署中的所有报表
服务器进行共享。

由于计划的事件而发生的所有报表处理均以后台进程执行。

在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中加载数据模型。
对于某些数据源，Power Query 混合引擎用于连接数据源并转换数据。 可直接从用于托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的数据模型的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连接其他数据源。
新的数据被加载到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数据模型。
Analysis Services 处理数据并执行任何所需的计算。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为所有计划的操作维护事件队列。 它会每隔一定时间轮询队列以检查新的事件。 默认情况下，
以 10 秒的时间间隔扫描队列。 你可以通过修改 RSReportServer.config 文件中的“PollingInterval”、
“IsNotificationService”和“IsEventService”配置设置来更改时间间隔。 “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还可用于设置
报表服务器是否处理计划的事件。

呈现 Power BI 报表和执行计划的刷新需要在 Analysis Services 中加载 Power BI 报表的数据模型。 Analysis
Services 进程将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一起运行。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scheduled-refresh.md


内存限制内存限制

后续步骤

并非所有 Power BI 报表都具有在其上创建的计划刷新计划。 下面是无法在其上创建计划刷新计划的 Power BI 报表
列表。

报表包含一个或多个使用实时连接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
报表包含一个或多个使用 DirectQuery 的数据源。
报表不包含任何数据源。 例如，通过“输入数据”手动输入数据，或报表仅包含静态内容，如图像、文本等。

除了上述列表，在“导入”模式下，还有一些含数据源的特定场景，你不能为其创建刷新计划。

如果使用的是“文件”或“文件夹”数据源且文件路径是本地路径（例如 C:\Users\user\Documents），则无法创建刷
新计划。 路径必须是报表服务器可以连接到网络共享之类的路径。 例如“\myshare\Documents”。
如果只能使用 OAuth（例如 Facebook、Google Analytics、Salesforce 等）连接数据源，则无法创建缓存刷新计划。
目前，RS 针对任何数据源均不支持 OAuth 身份验证，无论是针对分页报表、移动报表，还是 Power BI 报表。

报表服务器的传统工作负荷已类似于 Web 应用程序。 能够加载具有导入数据或 DirectQuery，能够执行计划的刷
新，这两种能力都依赖于与报表服务器一起托管的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 因此，这可能会导致服务器上意外的内
存压力。 在知道 Analysis Services 和报表服务器可能会占用内存的情况下，相应地规划服务器部署。

有关如何监视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的信息，请参阅监视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

有关 Analysis Services 中内存设置的信息，请参阅内存属性。

在 Power BI 报表上配置计划的刷新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instances/monitor-an-analysis-services-insta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server-properties/memory-propertie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 Power BI 报表数据源
2018/6/28 • • Edit Online

IMPORTANTIMPORTANT

受支持数据源的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缓缓存的数据存的数据 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SQL Server 数据库 是 是 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是 是 是

Azure SQL 数据库 是 是 是

Azure SQL 数据仓库 是 是 是

Excel 是 是 否

Access 数据库 是 是 否

Active Directory 是 是 否

Amazon Redshift 是 否 否

Azure Blob 存储 是 是 否

Azure Data Lake Store 是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HDFS) 是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Spark) 是 是 否

Azure 表存储 是 是 否

Dynamics 365（联机） 是 否 否

Facebook 是 否 否

Power BI 报表可以连接到多个数据源。 根据数据使用方式，可以提供不同的数据源。 可以导入数据，或者可以直接
使用 DirectQuery 或与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查询数据。

这些数据源特定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使用的 Power BI 报表。 有关分页报表 (.rdl) 支持的数据源的信息，请参
阅 Reporting Services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报表中的所有数据源必须支持配置计划刷新。

即使不在受支持列表中的其他数据源也可能有效。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data-source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data/data-sources-supported-by-reporting-services-ssrs


文件夹 是 是 否

Google Analytics 是 否 否

Hadoop 文件 (HDFS) 是 否 否

IBM DB2 数据库 是 是 否

Impala 是 否 否

JSON 是 是 否

Microsoft Exchange 是 否 否

Microsoft Exchange Online 是 否 否

MySQL 数据库 是 是 否

OData 数据源 是 是 否

ODBC 是 是 否

OLE DB 是 是 否

Oracle 数据库 是 是 是

PostgreSQL 数据库 是 是 否

Power BI 服务 否 否 否

R 脚本 是 否 否

Salesforce 对象 是 否 否

Salesforce 报表 是 否 否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服
务器

是 是 是

SAP HANA 数据库 是 是 是

SharePoint 文件夹（本地） 是 是 否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是 是 否

SharePoint Online 列表 是 否 否

Snowflake 是 否 否

Sybase 数据库 是 是 否

数据源数据源 缓缓存的数据存的数据 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Teradata 数据库 是 是 是

文本/CSV 是 是 否

Web 是 是 否

XML 是 是 否

appFigures (Beta) 是 否 否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
库

是 否 是

Azure Cosmos DB (Beta) 是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Spark
(Beta)

是 否 否

Common Data Service (Beta) 是 否 否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Beta)

是 否 否

Dynamics 365 for Customer
Insights (Beta)

是 否 否

Dynamics 365 for Financials
(Beta)

是 否 否

GitHub (Beta) 是 否 否

Google BigQuery (Beta) 是 否 否

IBM Informix 数据库(Beta) 是 否 否

IBM Netezza (Beta) 是 否 否

Kusto (Beta) 是 否 否

MailChimp (Beta) 是 否 否

Microsoft Azure 使用情况见
解 (Beta)

是 否 否

Mixpanel (Beta) 是 否 否

Planview Enterprise (Beta) 是 否 否

Projectplace (Beta) 是 否 否

QuickBooks Online (Beta) 是 否 否

数据源数据源 缓缓存的数据存的数据 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Smartsheet 是 否 否

Spark (Beta) 是 否 否

SparkPost (Beta) 是 否 否

SQL Sentry (Beta) 是 否 否

Stripe (Beta) 是 否 否

SweetIQ (Beta) 是 否 否

Troux (Beta) 是 否 否

Twilio (Beta) 是 否 否

tyGraph (Beta) 是 否 否

Vertica (Beta) 是 否 否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Beta)

是 否 否

Webtrends (Beta) 是 否 否

Zendesk (Beta) 是 否 否

数据源数据源 缓缓存的数据存的数据 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IMPORTANTIMPORTANT

用于模型刷新的受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匿名身份匿名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钥钥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用户户名和密名和密码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SQL Server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否 否 是 是

Web 是 否 是 是

Azure SQL 数据库 否 否 是 否

Azure SQL 数据仓库 否 否 是 否

在数据源配置的行级别安全性应适用于某些 DirectQuery（SQL Server、Azure SQL 数据库、Oracle 和 Teradata），以及假设在你
的环境中正确配置了 Kerberos 的实时连接。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不支持将基于 OAuth 的身份验证用于模型刷新。 Excel 或 Access 数据库等某些数据源使用单
独的步骤（如“文件”或 Web）连接到数据。



Active Directory 否 否 是 是

Amazon Redshift 否 否 否 否

Azure Blob 存储 是 是 否 否

Azure Data Lake Store 否 否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HDFS)

否 否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Spark)

是 是 否 否

Azure 表存储 否 是 否 否

Dynamics 365（联机） 否 否 否 否

Facebook 否 否 否 否

文件夹 否 否 否 是

Google Analytics 否 否 否 否

Hadoop 文件 (HDFS) 否 否 否 否

IBM DB2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Impala 否 否 否 否

Microsoft Exchange 否 否 否 否

Microsoft Exchange
Online

否 否 否 否

MySQL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OData 数据源 是 是 是 是

ODBC 是 否 是 是

OLE DB 是 否 是 是

Oracle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PostgreSQL 数据库 否 否 是 否

Power BI 服务 否 否 否 否

R 脚本 否 否 否 否

数据源数据源 匿名身份匿名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钥钥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用户户名和密名和密码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Salesforce 对象 否 否 否 否

Salesforce 报表 否 否 否 否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服务器

否 否 是 否

SAP HANA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SharePoint 文件夹（本
地）

是 否 否 是

SharePoint 列表（本
地）

是 否 否 是

SharePoint Online 列
表

否 否 否 否

Snowflake 否 否 否 否

Sybase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Teradata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appFigures (Beta) 否 否 否 否

Azure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库 (Beta)

否 否 否 否

Azure Cosmos DB
(Beta)

否 否 否 否

Azure HDInsight
Spark (Beta)

否 否 否 否

Common Data
Service (Beta)

否 否 否 否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Beta)

否 否 否 否

Dynamics 365 for
Customer Insights
(Beta)

否 否 否 否

Dynamics 365 for
Financials (Beta)

否 否 否 否

GitHub (Beta) 否 否 否 否

Google BigQuery
(Beta)

否 否 否 否

数据源数据源 匿名身份匿名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钥钥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用户户名和密名和密码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IBM Informix 数据库
(Beta)

否 否 否 否

IBM Netezza (Beta) 否 否 否 否

Kusto (Beta) 否 否 否 否

MailChimp (Beta) 否 否 否 否

Microsoft Azure 使用
情况见解 (Beta)

否 否 否 否

Mixpanel (Beta) 否 否 否 否

Planview Enterprise
(Beta)

否 否 否 否

Projectplace (Beta) 否 否 否 否

QuickBooks Online
(Beta)

否 否 否 否

Smartsheet 否 否 否 否

Spark (Beta) 否 否 否 否

SparkPost (Beta) 否 否 否 否

SQL Sentry (Beta) 否 否 否 否

Stripe (Beta) 否 否 否 否

SweetIQ (Beta) 否 否 否 否

Troux (Beta) 否 否 否 否

Twilio (Beta) 否 否 否 否

tyGraph (Beta) 否 否 否 否

Vertica (Beta) 否 否 否 否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Beta)

否 否 否 否

Webtrends (Beta) 否 否 否 否

Zendesk (Beta) 否 否 否 否

数据源数据源 匿名身份匿名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钥钥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用户户名和密名和密码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于 DirectQuery 的受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匿名身份匿名身份验证验证 密密钥钥身份身份验证验证 用用户户名和密名和密码码

WINDOWS 身份身份验验
证证

集成集成  WINDOWS 身身
份份验证验证

SQL Server 数据
库

否 否 是 是 是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否 否 是 是 是

Azure SQL 数据
库

否 否 是 否 否

Azure SQL 数据
仓库

否 否 是 否 否

Oracle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是

SAP Business
Warehouse 服务
器

否 否 是 否 是

SAP HANA 数据
库

否 否 是 是 否

Teradata 数据库 否 否 是 是 是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不支持将基于 OAuth 的身份验证用于 DirectQuery。

现在你已连接到数据源，接下来使用该数据源中的数据创建 Power BI 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分页报表数据源
2018/6/28 • • Edit Online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Reporting Services 分页报表支持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中所支持的相同数据
源。 请参阅列表 Reporting Services 支持的数据源。

现已连接到数据源，接下来可以创建分页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onnect-data-source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data/data-sources-supported-by-reporting-services-ssr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计划刷新进行故障排除
2018/7/20 • • Edit Online

常见问题

驱动驱动程序相关的程序相关的问题问题

内存内存压压力力

Kerberos Kerberos 配置配置

已知问题

配置设置

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MaxFileSizeMb 已上载报表的最大文件大小。 默认值为 1000 MB (1 GB)。 最大
值为 2000 MB (2 GB)。

ModelCleanupCycleMinutes 定义检查模型以将其从内存中收回的频率。 默认值为 15 分钟。

本文将讨论可用于解决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计划刷新问题的资源。

对于后续出现的问题，本文将进行信息更新以为你提供帮助。

以下是在尝试为报表计划刷新时会遇到的较为常见的一些问题。

连接到不同的数据源可能需要安装第三方驱动程序才能成功连接。 不仅需要在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计算机上
安装驱动程序，而且还需要确保在报表服务器上安装驱动程序。

另外，可能会同时提供 32 位和 64 位驱动程序。 请确保安装 64 位驱动程序，因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 64 位
的。

有关如何安装和配置第三方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制造商。

当报表需要更多内存来进行处理和呈现时，可能会出现内存压力。 报表上的计划刷新可能需要占用计算机上的大量
内存， 尤其是对于较大的报表。 内存压力可能会导致报表失败，也可能会导致报表服务器本身崩溃。

如果持续遇到内存压力，则可能需要查看报表服务器的横向扩展部署，以便分散资源负载。 另外，还可以使用
rsreportserver.config 内的 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  设置定义给定的报表服务器用于数据刷新。使用此设置，可
以定义一个或多个服务器作为前端服务器来处理按需报表，并将另一组服务器定义为专用于计划的刷新。

有关如何监视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的信息，请参阅监视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

有关 Analysis Services 中内存设置的信息，请参阅内存属性。

使用 Windows 凭据连接到数据源可能需要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才能建立成功的连接。 有关如何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Kerberos 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

有关已知问题的信息可用时将在此处列出。

可以使用以下设置影响计划的刷新。 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中设定的设置适用于横向扩展部
署中的所有报表服务器。 在 rsreportserver.config 中配置的设置适用于设定这些设置的特定服务器。

SSMS 中的中的设设置：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scheduled-refresh-troubleshoot.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instances/monitor-an-analysis-services-insta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server-properties/memory-properties


ModelExpirationMinutes 根据上次使用时间定义模型的到期并将其收回的时长。 默认值
为 60 分钟。

ScheduleRefreshTimeoutMinutes 定义一个模式的数据刷新需要多长时间。 默认值为 120 分钟。
没有上限。

设设置置 说说明明

<Configuration>
    <Service>
        <PollingInterval>10</PollingInterval>
        <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false</IsDataModelRefreshService>
        <MaxQueueThreads>0</MaxQueueThreads>
    </Service>
</Configuration>

用于故障排除的工具

与与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的表的计计划刷新相关的日志划刷新相关的日志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Power BI Report Server\PBIRS\LogFiles\RSPowerBI_*.log

2017-10-20 02:00:09.5188|ERROR|744|Error 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e960c25e-ddd4-4763-aa78-
0e5dceb53472, Status: Error Model can not be refreshed because not all the data sources are embedded, 
Exception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AsServer.InvalidDataSourceException: Model can not be refreshed 
because not all the data sources are embedde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AnalysisServicesDataRefresh.CanModelRefresh(IEnumerable`1 
dataSources)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c__DisplayClass7.
<ExecuteActionWithLogging>b__5()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
<ExecuteFuncWithLogging>d__1`1.MoveNext()

rsreportserver.config 中的中的设设置：置：

保存有关计划刷新信息的日志文件是 RSPowerBI_ 日志。 这些文件位于报表服务器安装位置的 LogFiles 文件夹
中。

错误错误条件条件

成功刷新成功刷新



2017-10-25 15:23:41.9370|INFO|6|Handling event with data: TimeEntered: 10/25/2017 8:23:41 PM, Type: Event,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c5461c07ec7a, EventType: DataModelRefresh
2017-10-25 15:23:41.9370|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Data Refresh.
2017-10-25 15:23:41.9370|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Retrieving PBIX AsDatabaseInfo.
2017-10-25 15:23:42.7134|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Verifying all the data sources are embedded.
2017-10-25 15:23:42.7134|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Verifying connection strings are valid.
2017-10-25 15:23:42.7134|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Streaming model to Analysis Server.
2017-10-25 15:23:42.7603|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Refreshing the model.
2017-10-25 15:23:51.5258|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Removing credentials from the model.
2017-10-25 15:23:51.6508|INFO|6|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46d398db-0b1f-49d8-b7bd-
c5461c07ec7a, Status: Starting Saving model to the catalog.

2017-10-20 08:22:01.5595|INFO|302|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22cd9ec3-b21a-4eb1-81ae-
15fac8d379ea, Status: Starting Refreshing the model.
2017-10-20 08:22:02.3758|ERROR|302|Error 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22cd9ec3-b21a-4eb1-81ae-
15fac8d379ea, Status: Error Failed to refresh the model, Exception 
Microsoft.AnalysisServices.OperationException: Failed to save modifications to the server. Error returned: 
'The credentials provided for the SQL source are invalid. (Source at rosecatalog;reportserver.). The exception 
was raised by the IDbCommand interface.
'.
   at Microsoft.AnalysisServices.Tabular.Model.SaveChanges(SaveOptions saveOptions)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AsServer.TOMWrapper.RefreshModel(Database database)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AsServer.AnalysisServicesServer.RefreshDatabase(String databaseName, 
IEnumerable`1 dataSources)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AnalysisServicesDataRefresh.RefreshDatabase(AsDatabaseInfo 
asDatabaseInfo)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c__DisplayClass7.
<ExecuteActionWithLogging>b__5()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
<ExecuteFuncWithLogging>d__1`1.MoveNext()
2017-10-20 08:22:02.4588|ERROR|302|Error Processing Data Model Refresh: SessionId: 22cd9ec3-b21a-4eb1-81ae-
15fac8d379ea, Status: Error Failed Data Refresh, Exception Microsoft.AnalysisServices.OperationException: 
Failed to save modifications to the server. Error returned: 'The credentials provided for the SQL source are 
invalid. (Source at rosecatalog;reportserver.). The exception was raised by the IDbCommand interface.
'.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ExecuteActionWithLogging(Action 
methodToExecute,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localizedDescription, String messageInFailure, RefreshInfo 
refreshInfo, DataAccessors dataAccessors, ReportEventType operation, Int64 size, Boolean isDataRetrieval, 
Boolean showInExecutionLog)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AnalysisServicesDataRefresh.RefreshData(RefreshInfo 
refreshInfo)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c__DisplayClass7.
<ExecuteActionWithLogging>b__5()
   at Microsoft.PowerBI.ReportServer.WebHost.EventHandler.DataRefreshScope.
<ExecuteFuncWithLogging>d__1`1.MoveNext()

启用启用详细详细日志日志记录记录

不正确的凭据不正确的凭据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启用详细日志记录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相同。

1. 打开 <install directory>\PBIRS\ReportServer\bin\ReportingServicesService.exe.config 。

2. 在 <system.diagnostics>  下，将 DefaultTraceSwitch 更改为 4。
3. 在 <RStrace>  下，将 Components 更改为 all:4。



ExecutionLogExecutionLog

Analysis Services

IMPORTANTIMPORTANT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配置配置  Analysis Services  Analysis Services 设设置置  (msmdsrv.ini) (msmdsrv.ini)

每当呈现 Power BI 报表或执行计划刷新计划时，都会向数据库中的执行日志添加新条目。 这些条目可在报表服务
器目录数据库内的 ExecutionLog3 视图中查看。

Power BI 报表的执行日志条目不同于其他报表类型的条目。

TimeRendering 列始终是 0。 Power BI 报表的呈现是在浏览器中，而不在服务器中。
存在 2 种请求类型和后续项操作：
交互式交互式：每当查看报表时。

刷新刷新缓缓存存：每当已执行计划刷新计划时。

ASModelStream：当数据模型从目录流式传输到 Analysis Services 时。
ConceptualSchema：当用户单击查看报表时。
QueryData：每当从客户端请求数据时。

ASModelStream：每当数据模型从目录流式传输到 Analysis Services 时。
DataRefresh：每当从一个或多个数据源刷新数据时。
SaveToCatalog：每当将数据模型保存回目录时。

有时你可能需要修改 Analysis Services 以诊断问题，或者调整内存限制。

这些设置将在升级报表服务器时重置。 请务必保留更改的副本，并根据需要重新应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Analysis Services 的默认位置如下所示。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Power BI Report Server\PBIRS\ASEngine

在 <install directory>\PBIRS\ASEngine  目录中，将会找到 msmdsrv.ini 文件，其可用于控制 Analysis Services 的不
同设置。 打开此文件时，你会很快意识到此文件并没有你所期望的 msmdsrv.ini 文件中的所有设置。

这是因为在 <install directory>\PBIRS\ASEngine\workspaces  中启动了由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运行的实际 Analysis
Services 进程。 在该文件夹中，你将看到经常使用的完整 msmdsrv.ini 文件。 重要的是不要修改工作区文件夹内的
文件，因为每当 Analysis Services 进程启动时都会重写该文件。 如果你想要控制设置，请通过修改 
<install directory>\PBIRS\ASEngine  目录中的 msmdsrv.ini 来实现。

每当启动 Analysis Services 进程时，都会重置以下设置。 你对这些设置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将被忽略。

ConfigurationSettings\PrivateProcess
ConfigurationSettings\DataDir
ConfigurationSettings\LogDir
ConfigurationSettings\TempDir
ConfigurationSettings\BackupDir
ConfigurationSettings\AllowedBrowsingFolders
ConfigurationSettings\CrashReportsFolder
ConfigurationSettings\ExtensionDir
ConfigurationSettings\Port
ConfigurationSettings\DeploymentMode
ConfigurationSettings\ServerLocation



分析本地分析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Analysis Services 进进程程

锁定内存页 Windows 特权

ConfigurationSettings\TMCompatabilitySKU
ConfigurationSettings\FlightRecorder\TraceDefinitionFile

SQL 事件探查器跟踪可以在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进程上运行，以进行诊断。 要连接到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实
例，请执行以下操作。

SQL Server Profiler 跟踪包含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下载中。

1. 以管理员身份启动 SQL Server Profiler。
2. 选择“新建跟踪”按钮。
3. 在“连接到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Analysis Services”，然后输入 localhost:5132 作为服务器名。
4. 在“跟踪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要捕获的事件，然后选择“运行”。

如果发现无法呈现 Power BI 报表，则可将“锁定内存页”特权分配给正在运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服务帐户可能
会有所帮助。 有关如何配置“锁定内存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给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帐户的 Windows 特
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ssms/download-sql-server-management-studio-ssm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instances/configure-service-accounts-analysis-services#bkmk_winpriv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开发者手册概述：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嵌入

报报告告查查看器控件看器控件

API

NOTENOTE

欢迎阅读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开发者手册。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用于存储和管理 Power BI 报表、移动报表和
分页报表的本地位置。

本手册将重点介绍开发者可以使用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选项。

对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任何报表，都可以将查询字符串参数 ?rs:Embed=true  添加到 URL 中，从而将报表嵌
入 iFrame 内。 这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以及其他任何类型报表。

对于分页报表，可以利用报表查看器控件。 这样一来，可以将此控件嵌入 .NET Windows 或 Web 应用中。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报表查看器控件入门。

可以通过多个 API 选项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交互。 具体选项如下。

REST API
URL 访问
WMI 提供程序

还可以使用开放源代码 PowerShell 实用工具来管理报表服务器。

PowerShell 实用工具暂不支持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pbix)。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developer-handbook-overview.m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application-integration/integrating-reporting-services-using-reportviewer-controls-get-starte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url-access-ssr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mi-provider-library-reference/reporting-services-wmi-provider-library-reference-ssr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Tools


自定义扩展插件

后续步骤

扩展插件库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包含的一组类、接口和值类型。 此库提供对系统功能的访问权限，在此基础之
上可以使用 Microsoft.NET Framework 应用来扩展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组件。

可以生成以下几种类型的扩展插件。

数据处理扩展插件

传递扩展插件

分页报表的呈现扩展插件

安全扩展插件

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扩展插件库。

报表查看器控件入门

使用 Web 服务和 .NET Framework 生成应用
URL 访问
扩展插件库

WMI 提供程序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extensions/reporting-services-extension-library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application-integration/integrating-reporting-services-using-reportviewer-controls-get-started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server-web-service/net-framework/building-applications-using-the-web-service-and-the-net-framework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url-access-ssr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extensions/reporting-services-extension-library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mi-provider-library-reference/reporting-services-wmi-provider-library-reference-ssr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快速入门：在 SharePoint Server 中使用 iFrame 嵌入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创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 URL

在本快速入门中，你将了解如何通过在 SharePoint 页面中使用 iFrame 嵌入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 如果正在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则必须可以公开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使用 Power BI 服
务的 Power BI Web 部件不会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需要安装和配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需要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需要安装和配置 SharePoint 环境。

1. 从 GitHub 下载示例 - 博客演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quickstart-embed.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harepoint/install/install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bi-desktop-samples


2. 在“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中从 GitHub 打开示例 PBIX 文件。

3. 将报表保存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捕捕获获  URL  URL 参数参数

在 SharePoint iFrame 中嵌入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

4. 在 Web 门户中查看报表。

有了 URL 后，可以在 SharePoint 页面中创建 iFrame 来托管报表。 对于任何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 URL，可以
添加 ?rs:embed=true  的查询字符串参数，从而将报表嵌入到 iFrame 中。

例如： http://myserver/reports/powerbi/Sales?rs:embed=true

1. 导航到 SharePoint“网站内容”页面。



2. 选择要添加报表的页面。

3. 选择右上方的齿轮，然后选择“编辑页面”。

4. 选择“添加 Web 部件”。



<iframe width="800" height="600" src="http://myserver/reports/powerbi/Sales?rs:embed=true"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true"></iframe>

5. 在“类别”下选择“媒体和内容”，在“部件”下选择“内容编辑器”，然后选择“添加”。

6. 选择“单击此处以添加新内容”。

7. 在功能区中选择“格式文本”选项卡，然后选择“编辑源”。

8. 在“编辑源”窗口中粘贴 iFrame 代码，然后选择“确定”。

例如：

9. 在功能区中选择“页面”选项卡，然后选择“停止编辑”。

10.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页面上的报表。



后续步骤

快速入门：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快速入门：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分页报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2018/7/20 • • Edit Online

下载并安装 Power BI Desktop

验证使用的是否是正确版本

了解如何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若要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需要下载并安装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 此版本不同于用于 Power BI 服务的 Power BI Desktop。 例如，用于 Power BI 服务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包含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版本发布后提供的预览功能。 使用此版本可确保报表服务器能够与已知版
本的报表和模型交互。

好消息是，可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并行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和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

确保使用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的最新 Power BI Desktop 版本的最简单方法是从报表服务器的
Web 门户启动。

1. 在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选择“下载”箭头 >“Power BI Desktop”。

或者，可以在 Microsoft 下载中心直接转到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
优化 - 2018 年 3 月版）。

2. 在“下载中心”页中，选择“下载”。

3. 根据所用的计算机选择：

PBIDesktopRS.msi（32 位版本）或

PBIDesktopRS_x64.msi（64 位版本）。

4. 下载安装程序后，运行 Power BI Desktop（2017 年 10 月版）安装向导。

5. 安装结束时，请选中“立即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此时，它会自动启动，可以开始使用了。

可以查看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启动屏幕或标题栏，验证使用的是否是 Power BI Desktop 正确版本。 标题栏指示
了版本的发行月份和年份。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install-powerbi-desktop.md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6723


文件扩展名关联

注意事项和限制

在在浏览浏览器中器中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中用中

Power BI 服务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不会在标题栏中显示发行月份和年份。

如果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了 Power BI Desktop 和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后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与文件扩展名 .pbix 相关联。 也就是说，双击 .pbix 文件后，启动的是后安装的 Power BI
Desktop。

如果先安装的是 Power BI Desktop，后安装的是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那么单击所有
.pbix 文件后默认打开的是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如果希望在打开 .pbix 文件时默认启
动的是 Power BI Desktop，请在 Power BI 服务中重新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始终可以打开要优先使用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然后，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文件。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编辑 Power BI 报表或在 Web 门户中新建 Power BI 报表时，始终都会打开正确版本的
Power BI Destop。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Power BI 服务 (http://powerbi.com)) 中报表的行为几乎完全相同，但有一些功能不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支持所有可视化效果，包括：

自定义视觉对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不支持：

R 视觉对象
ArcGIS 地图
痕迹导航栏

Power BI Desktop 预览功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支持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所有基本功能，其中包括：

手机报表布局：可以优化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报表。 在你的移动手机上，已优化的报表都具有一个特殊的

图标  和布局。

http://powerbi.com


适用于早期版本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后续步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不支持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如下功能：

R 视觉对象
ArcGIS 地图
自定义视觉对象

痕迹导航栏

地理位置筛选或条码

如果报表服务器是早期版本的，则需要相应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下面是两个以前的版本。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化 - 2017 年 10 月版）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化 - 2017 年 6 月版）

至此，已安装 Power BI Desktop，可以开始创建 Power BI 报表了。

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6136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5330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2018/6/27 • • Edit Online

步骤 1：安装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

可以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在本地存储和管理 Power BI 报表，就像在 Power BI 服务
(https://powerbi.com)) 中的云中存储 Power BI 报表一样。 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和编辑报表，并将
其发布到 Web 门户中。 接下来，组织中的报表读取器可以在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
报表。

可以遵循以下四个步骤入门。

如果已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便可以开始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建议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这样就能确定服务器和应用始终同步。可以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两个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1. 在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选择“下载”箭头 >“Power BI Desktop”。

或者，在 Microsoft 下载中心直接转到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已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quickstart-create-powerbi-report.md
https://powerbi.com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56723


第 2 步：选择数据源

化 - 2018 年 3 月版）。

2. 在“下载中心”页中，选择“下载”。

3. 根据所用的计算机选择：

PBIDesktopRS.msi（32 位版本）或

PBIDesktopRS_x64.msi（64 位版本）。

4. 下载安装程序后，运行 Power BI Desktop（2018 年 3 月版）安装向导。

5. 安装结束时，请选中“立即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此时，它会自动启动，可以开始使用了。 根据标题栏中显示的“Power BI Desktop（2018 年 3 月版）”，便
知道使用了正确的版本。

6. 如果不熟悉 Power BI Desktop，请考虑观看欢迎屏幕上的视频。

可以连接到各种数据源。 详细了解如何连接数据源。

1. 在欢迎屏幕上，选择“获取数据”。

在“开始”选项卡上，选择“获取数据”。

2. 选择你的数据源 - 本例中为 Analysis Services。



第 3 步：设计报表

3. 填写“服务器”，并视需要填写“数据库”。 务必选中“实时连接”，然后单击“确定”。

4. 选择将要保存你的报表的报表服务器。

有意思的是，可以创建视觉对象来显示数据。

例如，可以创建按年收入显示客户和组值的漏斗图。



第 4 步：将报表保存到报表服务器

1. 在“可视化效果”中，选择“漏斗图”。
2. 将要计入的字段拖到“值”井中。 如果不是数值字段，Power BI Desktop 会自动将其转换成值计数。
3. 将要分组的字段拖到“组”井中。

请阅读有关设计 Power BI 报表的详细信息。

创建并设计完报表后，可以将其保存到步骤 2 中所选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1. 在“文件”菜单上，依次选择“另存为” >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 现在可以在 Web 门户中查看报表。



注意事项和限制

在在浏览浏览器中器中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中用中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 Power BI 服务 (http://powerbi.com)) 中报表的行为几乎完全相同，但有一些功能不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支持所有可视化效果，包括：

自定义视觉对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不支持：

R 视觉对象
ArcGIS 地图
痕迹导航栏

Power BI Desktop 预览功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支持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所有基本功能，其中包括：

手机报表布局：可以优化 Power BI 移动应用的报表。 在你的移动手机上，已优化的报表都具有一个特殊

的图标  和布局。

http://powerbi.com


后续步骤

Power BI Desktop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报表不支持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如下功能：

R 视觉对象
ArcGIS 地图
自定义视觉对象

痕迹导航栏

地理位置筛选或条码

若要了解如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报表，可以参阅许多有价值的资源。 此链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Power BI Desktop 入门
引导式学习：Power BI Desktop 入门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guided-learning/gettingdata?tutorial-step=2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 Web 门户中的内容
2018/8/8 • • Edit Online

Web 门户角色和权限

启动 Web 门户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是用于查看、存储和管理 Power BI 报表、移动报表和分页报表以及 KPI 的本地位
置。

可以在任意新式浏览器中查看 Web 门户。 在 Web 门户中，可以将报表和 KPI 整理到文件夹中，并将它们标记为收
藏项。 此外，还可以在门户上存储 Excel 工作簿。 在 Web 门户中，可以启动创建报表所需的工具：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创建的 Power BI 报表：可以在 Web 门户和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看此类报表。
在报表生成器中创建的分页报表：更适合打印的布局固定的新式文档。

直接在 Web 门户中创建了 KPI。

在 Web 门户中，可以浏览报表服务器文件夹，也可以搜索特定报表。 可以查看报表及其常规属性，以及在报表历史
记录中捕获的报表过往副本。 还可以订阅报表，将其传送到电子邮件收件箱或文件系统上的共享文件夹，具体视权
限而定。

Web 门户应用程序在浏览器中运行。 启动 Web 门户后看到的具体页面、链接和选项视你在报表服务器中的权限而
定。 如果你分配到的角色拥有全部权限，则有权使用一整套应用菜单和页面来管理报表服务器。 如果你分配到的角
色拥有报表查看和生成权限，则只能看到执行这些活动所需的菜单和页面。 可以在不同的报表服务器上分配到不同
的角色，甚至可以针对一个报表服务器上的不同报表和文件夹分配到不同的角色。

1. 打开 Web 浏览器。

请参阅支持的 Web 浏览器和版本列表。

2. 在地址栏中，键入 Web 门户 URL。

默认情况下，URL 为 http://[ComputerName]/report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getting-around.md


管理 Web 门户中的项目

可以将报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特定端口。 例如， http://[ComputerName]:80/reports 或
http://[ComputerName]:8080/reports

Web 门户按照以下类别进行项目分类：

KPI
移动报表

分页报表

Power BI Desktop 报表
Excel 工作簿
数据集

数据源

资源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允许对 Web 门户中存储的项目进行精细化控制。 例如，可以对各个分页报表设置订阅、缓存、
快照和安全保护措施。

1. 依次选择项目右上角的省略号（“...”）和“管理”。

2. 选择要设置的属性或其他功能。

3. 选择应应用用。



后续步骤

详细了解如何在 Web 门户中处理订阅。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working-with-subscriptions-web-portal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分页报表
2018/8/2 • • Edit Online

第 1 步：安装并启动报表生成器

顾名思义，分页报表可以生成很多页。 它们以固定格式布局，并允许进行精准自定义。 分页报表是 .rdl 文件。

可以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存储和管理分页报表，就像在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Web 门户中一样。 在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中的报表生成器或报表设计器中创建和编辑分页报表，然后
将其发布到任意 Web 门户。 接下来，组织中的报表读取器可以在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上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查
看报表。

如果已在报表生成器或报表设计器中创建了分页报表，则可以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建分页报表。 如果还没
有，可以参阅下面的一些快速入门步骤。

可能已安装报表生成器来为 SSRS 服务器创建报表。 可以使用相同版本的报表生成器来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创
建报表。 如果尚未安装，也不用担心，操作过程非常简单。

1.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选择“新建” > “分页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quickstart-create-paginated-report.md


第 2 步：完成“图表向导”

如果尚未安装报表生成器，现在系统会引导你逐步完成安装过程。

2. 安装后，报表生成器中会打开“新建报表或数据集”屏幕。

3. 选择要创建的报表种类所对应的向导：

表或矩阵

图表

地图

空白

4. 让我们从“图表向导”入手。

“图表向导”会引导你在报表中逐步创建基本图表。 之后，可以自定义报表，几乎不受限制。

“图表向导”会引导你逐步完成在报表中创建可视化效果的基本步骤。

分页报表可以连接各种数据源，包括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Azure SQL 数据库、Oracle、Hyperion
等。 了解分页报表支持的数据源。

在“图表向导”的第 1 页中，选择一个数据集。可以创建数据集，也可以选择服务器上的共享数据集。 数据集通过查
询外部数据源返回报表数据。

1. 依次选择“浏览”、服务器上的共享数据集、“打开” > “下一步”。



需要创建数据集？ 请参阅创建共享或嵌入式数据集。

2. 选择图表类型，在此示例中，选择“条形图”。

3. 将字段拖到“类别”、“系列”和“值”框中进行排列。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data/create-a-shared-dataset-or-embedded-dataset-report-builder-and-ssrs


第 3 步：设计报表

4. 选择“下一步” > “完成”。

现在位于“报表设计”视图中。 请注意，数据为占位符数据，不是你的数据。

若要查看你的数据，请选择“生成”。



第 4 步：将报表保存到报表服务器

若要返回到设计视图，请选择“设计”。

可以修改刚刚创建的图表：更改布局、值、图例（实际上可以更改一切内容）。

可以添加其他各种可视化效果：仪表、表、矩阵、地图等。 可以添加多个页的页眉和页脚。 请参阅报表生成器教程，
尝试自行操作。

创建并设计完报表后，可以将其保存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1.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另存为”，然后将其保存到报表服务器。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builder-tutorials


后续步骤

2. 现在可以在浏览器中查看报表。

若要了解如何在 SQL Server Data Tools 的报表生成器和报表设计器中设计报表，可以参阅许多有价值的资源。 不
妨先从报表生成器教程入手。

报表生成器教程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builder-tutorial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访问作为 OData 源的共
享数据集
2018/7/20 • • Edit Online

可以使用 OData 源从 Power BI Desktop 访问共享数据集。

1. 通过 OData 源 URL 连接 OData 源。

2. 在将数据引入 Power BI Desktop 后，可以在查询编辑器中对它进行修改。

3. 现在你可以在设计报表中使用数据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access-dataset-odata.md


请务必使用“高级选项”，以便在 Power Query 中打开 Open Type 列并相应地设置列格式以满足你的需求。

了解有关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OData 源的更多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如何配置 Power BI 报表计划的刷新
2018/8/1 • • Edit Online

配置数据源凭据

若要刷新 Power BI 报表中的数据，必须创建计划的刷新计划。 此项操作需要在 Power BI 报表的“管理”区域内完
成。

在创建计划数据刷新计划之前，需要为在 Power BI 报表中使用的“每个数据源”设置凭据。

1. 在 Web 门户中，右键单击 Power BI 报表，然后选择“管理”。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数据源”选项卡。

3. 对于出现的每个数据源，请选择连接该数据源时要使用的身份验证的类型。 输入适当的凭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onfigure-scheduled-refresh.md


创建计划的刷新计划

按照以下步骤创建计划的刷新计划。

1. 在 Web 门户中，右键单击 Power BI 报表，然后选择“管理”。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计划的刷新”选项卡。

3. 在“计划的刷新”页上，选择“新建计划刷新计划”。



修改计划的刷新计划

4. 在“新建计划刷新计划”页上，输入描述并在想要刷新数据模型时设置计划。

5. 完成时选择“创建计划的刷新计划”。

修改计划的刷新计划与创建操作类似。

1. 在 Web 门户中，右键单击 Power BI 报表，然后选择“管理”。



查看计划刷新计划的状态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计划的刷新”选项卡。

3. 在“计划的刷新”页上，选择想要管理的刷新计划旁边的“编辑”。

4. 在“编辑计划的刷新计划”页上，输入描述并在想要刷新数据模型时设置计划。

5. 完成时选择“应用”。

在 Web 门户中，查看计划刷新计划的状态。

1. 在 Web 门户中，右键单击 Power BI 报表，然后选择“管理”。



后续步骤

状状态态 说说明明

新建计划的刷新计划 此计划已创建但并未运行。

正在刷新 刷新进程已开始。

将模型流式传输到 Analysis Server 将报表服务器目录数据库的模型复制到托管的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

正在刷新数据 刷新模型内的数据。

正在从模型中删除凭据 从模型中删除用于连接到数据源的凭据

正在将模型保存到目录 数据刷新已完成，并且正在将刷新的模型保存回报表服务

器目录数据库。

已完成：数据刷新 刷新完成。

错误： 刷新期间出错并显示错误。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计划的刷新”选项卡。

3. 在“计划的刷新”页上，最右边的列用于显示计划状态。

若要查看当前的状态，必须刷新网页。 该状态不会自动更改。

若要了解有关创建和修改计划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修改和删除计划。

有关如何对计划的刷新进行故障排除的信息，请参阅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计划的刷新进行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ubscriptions/create-modify-and-delete-schedule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在报表服务器中将注释添加到报表
2018/6/28 • • Edit Online

添加或查看注释

可以在报表服务器 Web 门户中将注释添加到报表，包括 Power BI 报表。 注释与报表存放在一起，拥有适当权限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该报表的注释。 请参阅下面的权限部分，了解详细信息。

1. 在报表服务器上打开分页报表或 Power BI 报表。

2. 选择右上角的“注释”。

在“注释”窗格中，可以看到任何现有的注释。

3. 编写注释，然后选择“发布注释”。

你的注释以及任何以前的注释都显示在 Web 门户的窗格中。 它们不会与报表一起显示在 Power BI 移动应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add-comments.md


  权限

后续步骤

TIPTIP

用中。

知道吗？ 可以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对 Power BI 报表进行批注并与他人共享已批注的报表。

根据权限，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不看注释。

查看所有注释，以及发布、编辑和删除自己的注释。

查看所有注释；发布、编辑和删除自己的注释；以及删除其他人的注释。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开始之前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器产产品密品密钥钥
Power BI PremiumPower BI Premium

SQL Server Enterprise SQL Server Enterprise 软软件保障件保障  (SA) (SA)

安装报表服务器

了解如何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下载 

要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请转到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本地报告并选择“下载免费试用版”。

建议在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之前先查看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所要满足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如果已购买 Power BI Premium，则可以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Premium 设置”选项卡中访问 Power BI 报表
服务器产品密钥。 这将仅适用于分配了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的全局管理员或用户。

选择“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密钥”将显示包含产品密钥的对话框。 可以复制该密钥并用来进行安装。

如果有 SQL Server Enterprise SA 协议，则可以从批量许可服务中心获取产品密钥。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非常简单。 只需执行几个步骤，即可安装文件。

安装时，不需要使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服务器。 安装完毕后，需要使用一个此类服务器来配置 Reporting
Services。

1. 查找 PowerBIReportServer.exe，然后启动安装程序。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install-report-server.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https://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ervicecenter/


2. 选择“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3. 选择要安装的版本，然后选择“下一步”。

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Evaluation 或 Developer 版本。

否则，可以为服务器输入从 Power BI 服务或批量许可服务中心获取的产品密钥。 有关如何获取产品密钥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之前部分。



4. 阅读并同意许可条款和条件，然后选择“下一步”。

5. 需要使用数据库引擎来存储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选择“下一步”，仅安装报表服务器。

6. 指定报表服务器的安装位置。 选择“安装”即可继续。



配置报表服务器

在其他服在其他服务务器上器上创创建数据建数据库库

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Power BI Report Server。

7. 在成功安装后，选择“配置报表服务器”，启动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

在安装程序中选择“配置报表服务器”后，便会看到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

必须创建报表服务器数据库，才能完成 Reporting Services 的初始配置。 若要完成此步骤，必须要有 SQL
Server 数据库服务器。

若要在其他计算机上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创建报表服务器数据库，需要将报表服务器的服务帐户更改为数据库服

务器识别的凭据。

默认情况下，报表服务器使用虚拟服务帐户。 如果尝试在其他服务器上创建数据库，可能会在执行“应用连接权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reporting-services-configuration-manager-native-mode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ssrs-report-server-create-a-report-server-database


Windows 服务

默认 URL 保留项

部分部分 说说明明

前缀 默认前缀为 HTTP。 如果以前安装了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
书，安装程序会尝试创建使用 HTTPS 前缀的 URL 保留项。

主机名 默认主机名为强通配符 (+)。 它指定报表服务器接受针对解
析为计算机的任何主机名从指定端口发出的任何 HTTP 请
求，包括 http://<computername>/reportserver 、

http://localhost/reportserver  或 
http://<IPAddress>/reportserver.

限”一步时看到以下错误消息。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0x80131904): Windows NT user or group '(null)' not found. Check the name
again.

若要修复此错误，可以将服务帐户更改为网络服务帐户或域帐户。 将服务帐户更改为网络服务帐户会在报表服
务器的计算机帐户上下文中应用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

Windows 服务是在安装过程中创建的。 它显示为“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服务名称
是“PowerBIReportServer”。

URL 保留项由前缀、主机名、端口和虚拟目录组成：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the-report-server-service-account-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端口 默认端口为 80。 如果使用的端口不是 80，则需要在浏览器
窗口中打开 Web 门户时，将其明确添加到 URL 中。

虚拟目录 默认情况下，对于报表服务器 Web 服务，虚拟目录的创建格
式为 ReportServer；对于 Web 门户，虚拟目录的创建格式为
Reports。 对于报表服务器 Web 服务，默认虚拟目录为
reportserver。 对于 Web 门户，默认虚拟目录为 reports。

部分部分 说说明明

防火墙

其他配置

后续步骤

完整 URL 字符串的示例如下所示：

http://+:80/reportserver ：提供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http://+:80/reports ：提供对 Web 门户的访问权限。

如果要从远程计算机访问报表服务器，需要确保已配置所有防火墙规则（如果有防火墙的话）。

需要打开已为 Web 服务 URL 和 Web 门户 URL 配置的 TCP 端口。 默认情况下，这些规则是在 TCP 端口 80 上
进行配置。

若要配置与 Power BI 服务的集成，以便将报表项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中，请参阅与 Power BI 服务集成。
若要配置电子邮件来处理订阅，请参阅电子邮件设置和报表服务器中的电子邮件传送。

若要将 Web 门户配置为允许用户在报表计算机上进行访问，以便查看和管理报表，请参阅配置防火墙以保
护报表服务器访问和配置报表服务器以供远程管理。

管理员概述

如何查找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验证 Reporting Services 安装
配置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

配置报表服务器 URL
配置报表服务器数据库连接

初始化报表服务器

在报表服务器上配置 SSL 连接
配置 Windows 服务帐户和权限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浏览器支持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power-bi-report-server-integration-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e-mail-settings-reporting-services-native-mode-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ubscriptions/e-mail-delivery-in-reporting-service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server/configure-a-firewall-for-report-server-ac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report-server/configure-a-report-server-for-remote-administr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verify-a-reporting-services-install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the-report-server-service-account-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report-server-urls-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a-report-server-database-connection-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ssrs-encryption-keys-initialize-a-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ecurity/configure-ssl-connections-on-a-native-mode-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database-engine/configure-windows/configure-windows-service-accounts-and-permission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如何查找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
2018/8/6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6CQnf-NGtpU?rel=0&showinfo=0

已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已购买软件保障协议

NOTENOTE

了解如何查找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以便在生产环境中安装服务器。

已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并已购买 SQL Server Enterprise 软件保障协议。 或者，已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希望在生产环境中安装服务器，但需要产品密钥才能进行安装。 产品密钥在哪里？

产品密钥位于两个位置之一，具体视所购买的产品而定。

如果已购买 Power BI Premium，则可以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容量设置”选项卡中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产
品密钥。 这将仅适用于分配了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的全局管理员或用户。

选择“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密钥”将显示包含产品密钥的对话框。 可以复制该密钥并用来进行安装。

如果有 SQL Server Enterprise SA 协议，则可以从批量许可服务中心获取产品密钥。 在最新服务包下查找最新版
SQL Server。 如果找不到，请在最新 RTM 版 SQL Server 下查找。

需要在下载部分下查找。 不是密钥部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find-product-key.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6CQnf-NGtpU?rel=0&showinfo=0
https://www.microsoft.com/Licensing/servicecenter/


后续步骤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升级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开始之前

备备份加密密份加密密钥钥

备备份份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数据器数据库库

备备份配置文件份配置文件

升级报表服务器

了解如何升级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下载 

若要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化的 Power BI Desktop，请转到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本地报告。

在升级报表服务器之前，建议执行以下步骤来备份报表服务器。

首次配置报表服务器安装时，应备份加密密钥。 还应在每次更改服务帐户标识或重命名计算机时备份密钥。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备份和还原 Reporting Services 加密密钥。

由于报表服务器是无状态服务器，因此所有应用程序数据都存储在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实例上运行的
reportserver 和 reportservertempdb 数据库中。 可以使用支持的用于备份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方法之一备份
reportserver 和 reportservertempdb 数据库。 特定于报表服务器数据库的建议如下所示：

使用完整恢复模式备份 reportserver 数据库。
使用简单恢复模式备份 reportservertempdb 数据库。
可以对每个数据库使用不同的备份计划。 备份 reportservertempdb 的唯一原因是为了避免在出现硬件故障时需
要重新创建它。 如果发生硬件故障，无需恢复 reportservertempdb 中的数据，但需要表结构。 如果丢失
reportservertempdb，重新获得它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创建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如果重新创建
reportservertempdb，请务必使其名称与主报表服务器数据库名称相同。

有关 SQL Server 关系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QL Server 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使用配置文件来存储应用程序设置。 首次配置服务器以及部署任何自定义扩展后，应备份这些
文件。 要备份的文件包括：

config.json
RSHostingService.exe.config
Rsreportserver.config
Rssvrpolicy.config
Reportingservicesservice.exe.config
用于报表服务器 ASP.NET 应用程序的 Web.config
用于 ASP.NET 的 Machine.config

升级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非常简单。 只需执行几个步骤，即可安装文件。

1. 查找 PowerBIReportServer.exe，然后启动安装程序。

2. 选择“升级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upgrad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ssrs-encryption-keys-back-up-and-restore-encryption-keys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lational-databases/backup-restore/back-up-and-restore-of-sql-server-databases


3. 阅读并同意许可条款和条件，然后选择“升级”。

4. 成功升级后，可选择“配置报表服务器”以启动 Reporting Services 配置管理器，或选择“关闭”以退出安装程
序。



升级 Power BI Desktop

后续步骤

升级报表服务器后，需要确保所有 Power BI 报表作者升级到与此服务器匹配的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进行了优
化的 Power BI Desktop 版本。

管理员概述

安装更适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Power BI Desktop
验证 Reporting Services 安装
配置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

配置报表服务器 URL
配置报表服务器数据库连接

初始化报表服务器

在报表服务器上配置 SSL 连接
配置 Windows 服务帐户和权限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浏览器支持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verify-a-reporting-services-install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the-report-server-service-account-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report-server-urls-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configure-a-report-server-database-connection-ssrs-configuration-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ssrs-encryption-keys-initialize-a-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ecurity/configure-ssl-connections-on-a-native-mode-report-server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database-engine/configure-windows/configure-windows-service-accounts-and-permission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迁移报表服务器安装
2018/6/28 • • Edit Online

从 SSRS（本机模式）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NOTENOTE

了解如何将现有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SSRS) 实例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实例中。

迁移的定义为将应用数据文件移到新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实例中。 需要迁移安装的常见可能原因如下：

NOTENOTE

要将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无法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就地升级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必须进行迁移。

具有大规模部署或更新要求

要更改硬件或安装拓扑

遇到阻止升级的问题

从 SSRS（本机模式）实例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过程分为几步。

SQL Server 2008 Reporting Services 及更高版本支持迁移。

备份数据库、应用和配置文件

备份加密密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migrate-report-server.md


NOTENOTE

从 SSRS（SharePoint 集成模式）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NOTENOTE

示例脚本示例脚本

Sample Script
rs.exe
-i ssrs_migration.rss -e Mgmt2010
-s http://SourceServer/_vti_bin/reportserver
-v st="sites/bi" -v f="Shared Documents“
-u Domain\User1 -p Password
-v ts=http://TargetServer/reportserver
-v tu="Domain\User" -v tp="Password"

从一个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迁移到另一个

克隆托管报表的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如果使用的硬件相同，可以在 SSRS 实例所在的同一服务器上安装 Power BI 报表
服务器。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请参阅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实例名称为 PBIRS。

使用报表服务器配置管理器配置报表服务器，并连接克隆的数据库。

执行 SSRS（本机模式）实例所需的任何清除操作

从 SSRS（SharePoint 集成模式）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并不像本机模式一样简单。 虽然这些步骤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指导你如何迁移，但 SharePoint 中可能还有其他文件和资产需要进行管理，而这些步骤并未涉及。

需要将特定的报表服务器内容从 SharePoint 迁移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这样做的前提是，已在环境中的某个位
置安装了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请参阅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如果要将报表服务器内容从 SharePoint 环境复制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需要使用 rs.exe 等工具来复制内容。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用于将报表服务器内容从 SharePoint 复制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脚本。

示例脚本应该会对 SharePoint 2010 及更高版本和 SQL Server 2008 Reporting Services 及更高版本产生不利影响。



NOTENOTE

后续步骤

从一个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迁移到另一个的过程与从 SSRS（本机模式）迁移一样。

备份数据库、应用和配置文件

备份加密密钥

克隆托管报表的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无法在要从其迁移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所在的同一服务器上安装 Power BI 报表
服务器。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请参阅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实例名称为 PBIRS。

使用报表服务器配置管理器配置报表服务器，并连接克隆的数据库。

执行旧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安装所需的任何清除操作。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rs.exe 实用工具脚本和 Web 服务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tools/script-with-the-rs-exe-utility-and-the-web-service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配置 Kerberos 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vCH8Fa3OpQ0?showinfo=0

生成报表时出错

Something went wrong.

We couldn’t run the report because we couldn’t connect to its data source. The report or data source might not 
be configured correctly. 

We couldn’t connect to the Analysis Services server. The server forcibly closed the connection. To connect as 
the user viewing the report, your organization must have configured Kerberos constrained delegation.

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

NOTENOTE

了解如何将报表服务器配置为对在分布式环境的 Power BI 报表中使用的数据源进行 Kerberos 身份验证。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提供 Power BI 报表托管功能。 报表服务器可支持许多数据源。 虽然本文着重介绍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但你可以使用这些概念并将其应用于 SQL Server 等其他数据源。

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SQL Server 和 Analysis Services，一切都应正常运转，而无需执
行其他任何配置。 这非常适合测试环境。 如果在称为“分布式环境”的独立计算机上安装这些服务，可能会看到错误
消息。 在此环境中，必须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 必须通过执行其他配置来实现此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需要配置约束委派。 可能已在环境中配置了 Kerberos，但并未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

如果未正确配置报表服务器，可能会看到以下错误消息。

“技术详细信息”中显示以下消息。

必须先配置多个项，然后 Kerberos 约束委派才能生效。 这包括服务帐户上的服务主体名称 (SPN) 和委派设置。

必须是域管理员，才能配置 SPN 和委派设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onfigure-kerberos-powerbi-report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vCH8Fa3OpQ0?showinfo=0


报表服务器配置中的身份验证类型

<AuthenticationTypes>
    <RSWindowsNegotiate/>
    <RSWindowsNTLM/>
</AuthenticationTypes>

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的 SPN

虚虚拟拟服服务帐户务帐户或网或网络络服服务帐户务帐户

域用域用户帐户户帐户

NOTENOTE

<Service>/<Host>:<port>

我们需要配置或验证以下设置。

1. 报表服务器配置中的身份验证类型。
2. 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的 SPN。
3.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的 SPN。
4. Analysis Services 计算机上 SQL Browser 服务的 SPN。 这仅适用于命名实例。
5. 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上的委派设置。

我们需要将报表服务器的身份验证类型配置为允许 Kerberos 约束委派。 此操作在 rsreportserver.config 文件中完
成。 此文件的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Power BI Report Server\PBIRS\ReportServer 。

在 rsreportserver.config 文件中，需要微调“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Types”部分。

我们需要确保 RSWindowsNegotiate 被列为身份验证类型列表中的第一个类型。 它应类似于下面这样。

如果不得不更改配置文件，需要停止并启动报表服务器，以确保更改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报表服务器上配置 Windows 身份验证。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保报表服务器包含有效的 SPN。 具体操作视所配置的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而定。

如果将报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虚拟服务帐户或网络服务帐户，不应执行任何操作。 这是在计算机帐户的上下文中。
默认情况下，计算机帐户具有 HOST SPN。 这些会覆盖 HTTP 服务，并由报表服务器使用。

如果使用的是与计算机帐户不同的虚拟服务器名称，那么 HOST 条目将不会进行覆盖，你需要手动添加虚拟服务
器主机名的 SPN。

如果将报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域用户帐户，则需要在相应帐户上手动创建 HTTP SPN。 为此，可以使用 Windows
随附的 setspn 工具完成。

必须拥有域管理员权限，才能创建 SPN。

建议创建两个 SPN。 一个采用 NetBIOS 名称，另一个采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SPN 格式如下所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将使用 HTTP 服务。 对于 HTTP SPN，不会列出端口。 此时，我们关注的服务是 HTTP。 SPN
的主机将是你在 URL 中使用的名称。 这通常是计算机名称。 如果支持负载均衡器，这可能是虚拟名称。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security/configure-windows-authentication-on-the-report-server


NOTENOTE

SPN 类类型型 SPN

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HTTP/ContosoRS.contoso.com

NetBIOS HTTP/ContosoRS

SPN SPN 位置位置

使用使用  SetSPN  SetSPN 添加添加  SPN SPN

  Setspn -a HTTP/contosoreports.contoso.com ContosoRS
  Setspn -a HTTP/contosoreports ContosoRS

  Setspn -a HTTP/ContosoRS.contoso.com RSService
  Setspn -a HTTP/ContosoRS RSService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的 SPN

类类型型 格式格式

默认实例 MSOLAPSvc.3/ContosoAS.contoso.com
MSOLAPSvc.3/ContosoAS

命名实例 MSOLAPSvc.3/ContosoAS.contoso.com:INSTANCENAME
MSOLAPSvc.3/ContosoAS:INSTANCENAME

可以通过查看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内容来验证 URL，也可以查看 Web 门户 URL 选项卡上的“报表服务器配置管理器”。

如果计算机名为 ContosoRS，SPN 将如下所示。

那么，要将 SPN 置于何处呢？ 将 SPN 置于要对服务帐户使用的任意位置上。 如果使用的是虚拟服务帐户或网络
服务帐户，此位置为计算机帐户。 尽管我们之前提到过，但还是要提一下，只需为虚拟 URL 执行此操作。 如果将报
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域用户服务帐户，请将 SPN 置于相应的域用户帐户上。

例如，如果使用的是网络服务帐户，且计算机名为 ContosoRS，那么我们会将 SPN 置于 ContosoRS 上。

如果使用的是 RSService 的域用户帐户，那么我们会将 SPN 置于 RSService 上。

我们可以使用 SetSPN 工具来添加 SPN。 继续以上面使用计算机帐户和域用户帐户的示例为例。

如果使用 contosoreports 的虚拟 URL，那么将 SPN（包括 FQDN 和 NetBIOS SPN）置于计算机帐户上的命令如下
所示。

如果对 SPN 主机使用计算机名称，那么将 SPN（包括 FQDN 和 NetBIOS SPN）置于域用户帐户上的命令如下所
示。

配置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的 SPN 类似于配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SPN。 如果有命名实例，那么 SPN 的格式
就会略有不同。

对于 Analysis Services，我们使用 MSOL APSvc.3 服务。 我们将为 SPN 上的端口位置指定实例名称。 SPN 的主机
部分为计算机名称或群集虚拟名称。

Analysis Services SPN 示例如下所示。



使用使用  SetSPN  SetSPN 添加添加  SPN SPN

Setspn -a MSOLAPSvc.3/ContosoAS.contoso.com ContosoAS
Setspn -a MSOLAPSvc.3/ContosoAS ContosoAS

Setspn -a MSOLAPSvc.3/ContosoAS.contoso.com OLAPService
Setspn -a MSOLAPSvc.3/ContosoAS OLAPService

SQL Browser 服务的 SPN

MSOLAPDisco.3/ContosoAS.contoso.com
MSOLAPDisco.3/ContosoAS

使用使用  SetSPN  SetSPN 添加添加  SPN SPN

Setspn -a MSOLAPDisco.3/ContosoAS.contoso.com ContosoAS
Setspn -a MSOLAPDisco.3/ContosoAS ContosoAS

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上的委派设置

SPN 的放置也类似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SPN 的放置。 具体操作视服务帐户而定。 如果使用的是本地系统或网
络服务，那么这是在计算机帐户的上下文中。 如果对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使用域用户帐户，请将 SPN 置于域用
户帐户上。

我们可以使用 SetSPN 工具来添加 SPN。 在此示例中，计算机名为 ContosoAS。

将 SPN（包括 FQDN 和 NetBIOS SPN）置于计算机帐户上的命令如下所示。

将 SPN（包括 FQDN 和 NetBIOS SPN）置于域用户帐户上的命令如下所示。

如果有 Analysis Services 命名实例，还需要确保有浏览器服务的 SPN。 这是 Analysis Services 的专属要求。

配置 SQL Browser 的 SPN 类似于配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SPN。

对于 SQL Browser，我们使用 MSOL APDisco.3 服务。 我们将为 SPN 上的端口位置指定实例名称。 SPN 的主机部
分为计算机名称或群集虚拟名称。 不必为实例名称或端口指定任何内容。

Analysis Services SPN 示例如下所示。

SPN 的放置也类似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SPN 的放置。 不同之处在于，SQL Browser 始终在本地系统帐户下运
行。 也就是说，SPN 始终都会在计算机帐户上运行。

我们可以使用 SetSPN 工具来添加 SPN。 在此示例中，计算机名为 ContosoAS。

将 SPN（包括 FQDN 和 NetBIOS SPN）置于计算机帐户上的命令如下所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必须有 SQL Server Browser 服务的 SPN。

我们需要配置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上的委派设置。 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来执行这些步骤。 在本
文档中，我们将继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首先，需要转到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中的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属性页面。 如果使用的是虚拟服务帐户或
网络服务帐户，可以是计算机帐户；否则，可以是域用户帐户。

我们将要通过协议传输来配置约束委派。 使用约束委派时，需要明确要委派哪些服务。 我们将把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 SPN 和 SQL Browser SPN 添加到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可以委派的列表中。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950599


生成 Power BI 报表

1. 右键单击报表服务器服务帐户，然后选择“属性”。

2. 选择“委派委派”选项卡。

3. 选中“仅信任此计算机来委派指定的服务”。

4. 选中“使用任意身份验证协议”。

5. 在“可以由此帐户提供委派凭据的服务:”下，选择“添加”。

6. 在新对话框中，选择“用户或计算机”。

7. 输入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的服务帐户，然后选择“确定”。

8. 选择已创建的 SPN。 它以 MSOLAPSvc.3  开头。 如果 FQDN 和 NetBIOS SPN 都添加了，两个都会被选中。
你可能只会看到其中一个。

9. 选择确定确定。 现在，列表中应该会显示 SPN。

10. 也可以选中“已扩展”，在列表中同时显示 FQDN 和 NetBIOS SPN。

11. 再次选择“添加”。 现在，我们将添加 SQL Browser SPN。

12. 在新对话框中，选择“用户或计算机”。

13. 输入 SQL Browser 服务所在计算机的名称，然后选择“确定”。

14. 选择已创建的 SPN。 它以 MSOLAPDisco.3  开头。 如果 FQDN 和 NetBIOS SPN 都添加了，两个都会被选
中。 你可能只会看到其中一个。

15. 选择“确定”。 如果选中“已扩展”，对话框应如下所示。

16. 选择“确定”。

17. 重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指定完上述所有配置后，应该就可以正确显示报表了。



后续步骤

虽然此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于 Kerberos，但也可以指定不同的配置，具体视环境而定。 如果报表仍未加载，
请与你的域管理员联系以展开进一步调查，或与支持人员联系。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远程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
问权限
2018/6/28 • • Edit Online

在 MDM 工具中创建应用配置策略

密密钥钥 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ServerUR
L

字符串 报表服务器 URL 
应以 http/https 开头

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ServerUs
ername

字符串 [可选] 
要用于连接服务器的用户名。 
如果不存在此项，应用将提示用户键入

用于连接的用户名。

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ServerDis
playName

字符串 [可选] 
默认值为“报表服务器” 
应用中用于表示服务器的友好名称

com.microsoft.powerbi.mobile.Override
ServerDetails

布尔 默认值为 True 
如果设置为“True”，这将替代移动设备中
已有的任何报表服务器定义（将删除已

配置的现有服务器）。 
将“替代”设置为 True 还可防止用户删除
该配置。 
设置为“False”将添加推送值，并保留任何
现有设置。 
如果移动应用中已配置相同的服务器

URL，应用将按原样保留该配置，且不会
要求用户为同一服务器重新进行身份验

证。

在本文中，可了解如何使用组织的 MDM 工具来配置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对报表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若要进行
此设置，IT 管理员将创建应用配置策略，指定要推送到应用的必要信息。

然后，由于已配置报表服务器连接，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用户就可以更轻松地连接到其组织的报表服务器。

管理员在 Microsoft Intune 中执行这些步骤，即可创建应用配置策略。 在其他 MDM 工具中，生成应用配置策略的
步骤和体验可能有所不同。

1. 连接 MDM 工具。
2. 创建并命名新的应用配置策略。
3. 选择要将此应用配置策略分发到的用户。
4. 创建键值对。

键值对拼写如下表所示。

下面的示例使用 Intune 设置配置策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onfigure-powerbi-mobile-apps-remote.md


最终用户连接到报表服务器

发布应用配置策略后，为该策略定义的通讯组列表中的用户和设备启动 Power BI iOS 移动应用时，将获得以下体
验。

1. 他们将看到一条消息，表示已为移动应用配置报表服务器，然后点击“登录”。

2. 在“连接到服务器”页上，已填写报表服务器详细信息。 他们将点击“连接”。



后续步骤

3. 他们将键入密码进行身份验证，然后点击“登录”。

现在，他们就可查看存储在报表服务器上的 KPI 和 Power BI 报表并与之交互。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Office Online Server (OOS) 将报表服务器配置
为托管 Excel 工作簿
2018/7/11 • • Edit Online

准备要运行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服务器

为为  Office Online Server  Office Online Server 安装必安装必备软备软件件

除了在 Web 门户中查看 Power BI 报表之外，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也可以使用 Office Online Server (OOS) 来托管
Excel 工作簿。 报表服务器将成为用于发布和查看自助服务 Microsoft BI 内容的单个位置。

在运行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服务器上执行下列过程。 此服务器必须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 Windows
Server 2016。 Windows Server 2016 需要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 2017 年 4 月发行的版本或更高版本。

Add-WindowsFeature Web-Server,Web-Mgmt-Tools,Web-Mgmt-Console,Web-WebServer,Web-Common-Http,Web-
Default-Doc,Web-Static-Content,Web-Performance,Web-Stat-Compression,Web-Dyn-Compression,Web-
Security,Web-Filtering,Web-Windows-Auth,Web-App-Dev,Web-Net-Ext45,Web-Asp-Net45,Web-ISAPI-Ext,Web-
ISAPI-Filter,Web-Includes,InkandHandwritingServices,NET-Framework-Features,NET-Framework-Core,NET-HTTP-
Activation,NET-Non-HTTP-Activ,NET-WCF-HTTP-Activation45,Windows-Identity-Foundation,Server-Media-
Foundation

Add-WindowsFeature Web-Server,Web-Mgmt-Tools,Web-Mgmt-Console,Web-WebServer,Web-Common-Http,Web-
Default-Doc,Web-Static-Content,Web-Performance,Web-Stat-Compression,Web-Dyn-Compression,Web-
Security,Web-Filtering,Web-Windows-Auth,Web-App-Dev,Web-Net-Ext45,Web-Asp-Net45,Web-ISAPI-Ext,Web-
ISAPI-Filter,Web-Includes,NET-Framework-Features,NET-Framework-45-Features,NET-Framework-Core,NET-
Framework-45-Core,NET-HTTP-Activation,NET-Non-HTTP-Activ,NET-WCF-HTTP-Activation45,Windows-Identity-
Foundation,Server-Media-Foundation

1.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提示符，并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所需的角色和服务。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indows Server 2016：：

如果出现提示，请重启服务器。

2. 安装以下软件：

.NET Framework 4.5.2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excel-oos.md
https://docs.microsoft.com/officeonlineserver/office-online-server-overview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510096


安装安装  Office Online Server Office Online Server

为为  Office Web Apps  Office Web Apps 服服务务器安装器安装语语言包（可言包（可选选））

部署 Office Online Server
创创建建  Office Online Server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场  (HTTPS) (HTTPS)

New-OfficeWebAppsFarm -InternalUrl "https://server.contoso.com" -ExternalUrl "https://wacweb01.contoso.com" -
CertificateName "OfficeWebApps Certificate"

创创建建  Office Online Server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场  (HTTP) (HTTP)

New-OfficeWebAppsFarm -InternalURL "http://servername" -AllowHttp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for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Microsoft.IdentityModel.Extention.dll

如果你打算使用任何利用外部数据访问（例如 Power Pivot）的 Excel Online 功能，请注意，Office Online Server 必
须与其用户以及你打算使用基于 Windows 的身份验证访问的任何外部数据源位于同一个 Active Directory 林中。

1. 从批量许可服务中心 (VLSC) 下载 Office Online Server。 下载位置在 VLSC 门户上的 Office 产品下方。 出
于开发目的，可以从 MSDN 订阅者下载页面下载 OOS。

2. 运行 Setup.exe。

3. 在“阅读 Microsoft 软件许可条款”页上，选择“我接受此协议的条款”，然后选择“继续”。

4. 在“选择文件位置”页上，选择想要安装 Office Online Server 文件的文件夹（例如，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 Web Apps），然后选择“立即安装”。 如果你指定的文件夹不存在，安装程序将为你创
建一个。

建议将 Office Online Server 安装在系统驱动器上。

5. 当安装程序完成 Office Online Server 安装时，选择“关闭”。

Office Online Server 语言包可让用户以多种语言查看基于 Web 的 Office 文件。

若要安装语言包，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下载 Office Online Server 语言包。
2. 运行 wacserverlanguagepack.exe。
3. 在 Office Online Server 语言包向导中的“阅读 Microsoft 软件许可条款”页上，选择“我接受此协议的条款”，然后
选择“继续”。

4. 当安装程序完成 Office Online Server 安装时，选择“关闭”。

使用 New-OfficeWebAppsFarm 命令创建包含单个服务器的新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如以下示例所示。

参数参数

–InternalURL 是运行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如 
http://servername.contoso.com 。

–ExternalURL 是在 Internet 上可访问的 FQDN。
–CertificateName 是证书的友好名称。

使用 New-OfficeWebAppsFarm 命令创建包含单个服务器的新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如以下示例所示。

参数参数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0784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007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620072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56561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798136


验证验证  Office Online Server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场是否已成功是否已成功创创建建

<InternalUrl>/hosting/discovery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 <wopi-discovery>
- <net-zone name="internal-http">
- <app name="Excel" favIconUrl="<InternalUrl>/x/_layouts/images/FavIcon_Excel.ico" checkLicense="true">
<action name="view" ext="ods" default="true" urlsrc="<InternalUrl>/x/_layouts/xlviewerinternal.aspx?
<ui=UI_LLCC&><rs=DC_LLCC&>" /> 
<action name="view" ext="xls" default="true" urlsrc="<InternalUrl>/x/_layouts/xlviewerinternal.aspx?
<ui=UI_LLCC&><rs=DC_LLCC&>" /> 
<action name="view" ext="xlsb" default="true" urlsrc="<InternalUrl>/x/_layouts/xlviewerinternal.aspx?
<ui=UI_LLCC&><rs=DC_LLCC&>" /> 
<action name="view" ext="xlsm" default="true" urlsrc="<InternalUrl>/x/_layouts/xlviewerinternal.aspx?
<ui=UI_LLCC&><rs=DC_LLCC&>" /> 

配置配置  Excel  Excel 工作簿最大大小工作簿最大大小

Set-OfficeWebAppsFarm -ExcelWorkbookSizeMax 100

结合使用 EffectiveUserName 与 Analysis Services

Set-OfficeWebAppsFarm -ExcelUseEffectiveUserName:$true
Set-OfficeWebAppsFarm -ExcelAllowExternalData:$true
Set-OfficeWebAppsFarm -ExcelWarnOnDataRefresh:$false

配置数据模型的 Power Pivot 实例

–InternalURL 是运行 Office Online Server 的服务器的名称，如 http://servername 。

–AllowHttp 将场配置为使用 HTTP。

创建场后，有关场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 Windows PowerShell 提示符下。 要验证 Office Online Server 是否已正确
安装和配置，请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Office Online Server 发现 URL，如以下示例所示。 发现 URL 是配置 Office
Online Server 场时指定的 InternalUrl 参数，后跟 /hosting/discovery，例如：

如果 Office Online Server 按预期方式工作，则应在 Web 浏览器中看到 Web 应用程序开放平台接口协议 (WOPI)
发现 XML 文件。 该文件的前几行应类似于以下示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所有文件的最大文件大小为 100 MB。 若要保持与该大小同步，需要在 OOS 中手动对此进
行设置。

实现实时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以及利用 EffectiveUserName 的 Excel 工作簿中的连接。 为了使 OOS 能够利用
EffectiveUserName，需要将 OOS 服务器的计算机帐户添加为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的管理员。 为此，需要
Management Studio for SQL Server 2016 或更高版本。

在 Excel 工作簿内当前仅支持嵌入的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 用户的帐户需要具有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的权
限，因为代理用户的功能不可用。

在 OOS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 PowerShell 命令。

安装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Pivot 模式实例可让你使用正在使用 Power Pivot 的 Excel 工作簿。 请确保实例名称
是 POWERPIVOT。 将 OOS 服务器的计算机帐户添加为 Analysis Services Power Pivot 模式实例的管理员。 为
此，需要 Management Studio for SQL Server 2016 或更高版本。

为了使 OOS 使用 Power Pivot 模式实例，请运行以下命令。



New-OfficeWebAppsExcelBIServer -ServerId <server_name>\POWERPIVOT

Set-OfficeWebAppsFarm -ExcelAllowExternalData:$true

防火防火墙墙注意事注意事项项

将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 OOS 服务器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如果你未允许来自上述 Analysis Services 步骤的外部数据，请运行以下命令。

若要避免防火墙问题，可能需要打开端口 2382 和 2383。 还可以为 Power Pivot 实例添加 msmdsrv.exe 作为应用
程序防火墙策略。

在“站点设置”的“常规”页上，输入 OOS 发现 URL。 OOS 发现 URL 是 InternalUrl，在部署 OOS 服务器时使用，后
跟 /hosting/discovery。 例如， http://servername/hosting/discovery （用于 HTTP）。 而 
https://server.contoso.com/hosting/discovery （用于 HTTPS）。

若要转到“站点设置”，请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然后选择“站点设置”。

只有具有“系统管理员”角色的用户能够看到 Office Online Server 发现 URL 设置。

输入发现 URL 并选择“应用”，在 Web 门户中选择 Excel 工作簿时，应在 Web 门户中显示该工作簿。

预览版中当前提供了查看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的 Excel 工作簿的功能。
但对工作簿仅具有只读权限。

管理员概述

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表生成器

下载 SQL Server Data Tools (SSDT)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reporting-services/install-windows/install-report-builder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16714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适用于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REST API 进行
开发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REST API 请求/响应的组件

API 文档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支持表述性状态转移 (REST) API。 REST API 是支持一组 HTTP 操作（方法）的服务终结点，支
持在报表服务器中创建、检索、更新或删除资源访问权限。

REST API 提供以编程方式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目录中对象的选项。 对象的示例包括文件夹、报表、KPI、数据
源、数据集、刷新计划、订阅等。 例如，你可以使用 REST API 导航文件夹层次结构，查找文件夹内容或下载报表定
义等。 另外，还可以创建、更新和删除对象。 使用对象的示例包括上传报表、执行刷新计划、删除文件夹等。

如果要查看或删除个人数据，请参阅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 Windows 数据主体请求网站中的 Microsoft 指南。 如果要寻找有关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一般信息，请参阅服务信任门户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部分。

REST API 请求/响应对可以分为五个组件：

请求 URI，其中包括： {URI-scheme} :// {URI-hos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 尽管请求 URI 包含
在请求消息标头中，但我们还是可以在此单独调出，因为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要求你单独将其从请求消息传

递出去。

URI 方案：指示用来传输请求的协议。 例如 http  或 https 。

URI 主机：指定托管 REST 服务终结点的服务器的域名或 IP 地址，如 myserver.contoso.com 。

资源路径：指定资源或资源集合，其可能包括服务使用的用于确定资源选择的多个段。 例如：
CatalogItems(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Properties  可用于获取 CatalogItem 的指定属性。
查询字符串（可选）：提供附加的简单参数，如 API 版本或资源选择条件。

HTTP 请求消息标头字段：

必需的 HTTP 方法（也称为操作或谓词），它会告诉服务所请求的操作类型。 Reporting Services REST
API 支持 DELETE、GET、HEAD、PUT、POST 和 PATCH 方法。
指定的 URI 和 HTTP 方法需要的其他可选标头字段。

可选 HTTP“请求消息正文”字段，用于支持 URI 和 HTTP 操作。 例如，POST 操作包含作为复杂的参数传递
的 MIME 编码对象。 对于 POST 或 PUT 操作，正文的 MIME 编码类型也应在 Content-type  请求标头中指
定。 某些服务要求你使用特定的 MIME 类型，如 application/json 。

HTTP“响应消息标头”字段：

HTTP 状态代码涉及的范围从 2xx 成功代码到 4xx 或 5xx 错误代码。 或者，可能会返回服务定义的状态代
码，如 API 文档中所指示。
可选的其他标头字段，根据需要支持请求的响应，例如 Content-type  响应标头。

可选 HTTP响响应应消息正文消息正文字段：

HTTP 响应正文中会返回 MIME 编码的响应对象，例如来自返回数据的 GET 方法的响应。 通常情况下，
这些对象以结构化格式返回，例如 JSON 或 XML，如 Content-type  响应标头所指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rest-api.md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microsoft-365/compliance/gdpr-dsr-windows
https://servicetrust.microsoft.com/ViewPage/GDPRGetStarted
https://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9.html
http://www.w3.org/Protocols/HTTP/HTRESP.html


测试 API 调用

后续步骤

对于现代 API 文档，需要现代的 REST API 调用。 REST API 在 OpenAPI 规范（又称 Swagger 规范） 的基础之上构
建，并且文档可在 SwaggerHub 上找到。 除了记录 API 外，SwaggerHub 还可用选择的语言（JavaScript
TypeScript、C#、Java、Python、Ruby 等）帮助生成客户端库。

用于测试 HTTP 请求/响应消息的一种工具是 Fiddler。 Fiddler 是一个免费的 Web 调试代理，可以截获 REST 请
求，从而便于诊断 HTTP 请求/响应消息。

在 SwaggerHub 上查看可用的 API。

示例可在 GitHub 上找到。 此示例包含基于 TypeScript、React、Webpack 和 PowerShell 示例构建的 HTML5 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pp.swaggerhub.com/apis/microsoft-rs/PBIRS/2.0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https://app.swaggerhub.com/apis/microsoft-rs/PBIRS/2.0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容量计划指南
2018/7/20 • • Edit Online

执行摘要

工作工作负载负载 8 核核 /32 GB RAM 16 核核 /64 GB RAM

Power BI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60%) 1,000 个用户 3,000 个用户

分分页页  (RDL)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 60%) 2,000 个用户 3,200 个用户

测试方法

Power BI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拓扑器拓扑

测试测试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自助式 BI 和企业报表解决方案，客户可以在本地（防火墙后）进行部署。 它将 Power BI Desktop 的交互式报表功能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的本地服务器平台相结合。 随着企业中对分析和报表的大量日益频繁使用，对衡量企业用户群所需的硬件基础结构和软件许可证进行
预算可能会成为一项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共享针对报表服务器的各种工作负载的大量加载测试执行的结果，提供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容量计划指南。
虽然组织的报表、查询和使用模式差异巨大，但是本文中显示的结果，以及所用的实际测试和测试执行方式的详细描述，均可用作部署 Power BI 报表服务
器早期阶段计划过程中的任何用户的参考点。

我们针对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执行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负载；每个工作负载由呈现不同类型的报表、以及执行各种 Web 门户操作组成。

在“Power BI 报表重负载”工作负载中，最常执行的操作（即 60% 的时间中执行的操作）是呈现 Power BI 报表。
在“分页报表重负载”工作负载中，最常执行的操作是呈现分页报表。

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四服务器拓扑和不超过 5% 的用户将在任何一个时间访问报表服务器的预期下，下表介绍了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以至少 99%
的可靠性能够处理的最大用户数。

在每个运行中，最过载的资源是 CPU。 因此，与增加内存或硬盘空间量相比，增加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内核数将能更好地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所用的测试拓扑均基于 Microsoft Azure 虚拟机，而不是供应商特定的物理硬件。 所有计算机均托管在美国地区中。 这反映了本地和公有云中硬件虚拟化
的总趋势。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部署由以下虚拟机组成：

Active Directory 域控制器：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需要它来安全地对所有请求进行身份验
证。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和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这是我们存储报表的所有数据库的位置，以便在呈现它们时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数据库。 报表服务器数据库托管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以外的其他计算机上，以便它不需要与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竞争内
存、CPU、网络和磁盘资源。

请参阅附录 1.1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拓扑和附录 1.2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虚拟机配置，了解拓扑中所用的每台虚拟机的全面配置。

负载测试运行中所用的测试在名为 Reporting Services LoadTest 的 GitHub 项目公开可用。 此工具可以让用户研究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性能、可靠性、可伸缩性和可恢复性特征。 此项目包含四组测试用例：

模拟呈现 Power BI 报表的测试、
模拟呈现移动报表的测试、

模拟呈现小型和大型分页报表的测试以及

模拟执行各种类型的 Web 门户操作的测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report-server/capacity-planning.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


工作工作负载负载

活活动动 POWER BI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出，出现频现频率率 分分页报页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出，出现频现频率率

呈呈现现  Power BI 报报表表 60% 10%

呈呈现现分分页页  (RDL) 报报表表 30% 60%

呈呈现现移移动报动报表表 5% 20%

Web 门户门户操作操作 5% 10%

用用户负载户负载

结果

并并发发用用户户容量容量

工作工作负载负载 8 核核 /32 GB 16 核核 /64 GB

Power BI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50 个并发用户 150 个并发用户

分分页报页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100 个并发用户 160 个并发用户

总总用用户户容量容量

工作工作负载负载 8 核核 /32 GB 16 核核 /64 GB

Power BI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1,000 个用户 3,000 个用户

分分页报页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2,000 个用户 3,200 个用户

查查看看结结果果

工作工作负载负载 8 核核 /32 GB 16 核核 /64 GB

Power BI 报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视图 - 8 核 视图 - 16 核

分分页报页报表重表重负载负载 视图 - 8 核 视图 - 16 核

https://msit.powerbi.com/view?
r=eyJrIjoiMDhhNGY4NGQtNGRhYy00Yzk4LTk2MzAtYzFlNWI5NjBkMGFi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
r=eyJrIjoiNDBiODk1OGUtYTAyOC00MzVhLThmZmYtNzVjNTFjNzMwYzkw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
r=eyJrIjoiNDFiZWYzMTktZGIxNS00MzcwLThjODQtMmJkMGRiZWEzNjhl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
r=eyJrIjoiOTU0YjJkYTgtNDg4Yy00NzlhLWIwMGYtMzg4YWI2MjNmOTZj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摘要

所有测试均编写用于执行端到端操作（例如，呈现报表、创建新数据源等）。 它们通过向报表服务器（通过 API）发出一个或多个 Web 请求完成此操作。 在
实际情况中，用户可能需要执行几个中间操作才能完成其中的一个端到端操作。 例如，要呈现报表，用户将需要转到 Web 门户，导航到报表所在的文件
夹，然后单击该报表来呈现它。 虽然测试不执行完成端到端任务所需的所有操作，但它们仍会处理 Power BI 报告服务器所遇到的大部分负载。 可以通过
浏览 GitHub 项目详细了解所使用的不同类型报表以及执行的操作的多样性。

测试中使用了 2 个工作负载配置文件：Power BI 报表重负载和分页报表重负载。 下表介绍了针对报表服务器执行的请求的分布。

对于每个测试运行，测试均基于在这两个工作负载之一中指定的频率执行。 测试从 20 个并发用户对报表服务器发出请求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用户负载，
直到可靠性降低至 99% 目标以下。

如上文所述，测试从 20 个并发用户对报表服务器发出请求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并发用户的数量，直到所有请求的 1% 失败。 下表中的结果告诉我们，服
务器能够在峰值负载下处理的且请求失败率不超过 1% 的并发用户请求数。

在 Microsoft，我们有一个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生产部署，几个团队已使用过。 当我们分析此环境的实际使用情况时，我们观察到，任何给定时间（即使
在每日的峰值负载期间）的并发用户数往往不超过总用户群的 5%。 将此 5% 并发率用作基准，我们推测，总用户群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能够处理 99% 的
可靠性。

选择一个报表，查看负载测试的结果。

对于每个负载测试运行，CPU 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计算机上的峰值负载点中最过载的资源。 因此，应增加的第一个资源是内核数。 或者，可以考虑通
过在拓扑中添加更多托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服务器来进行纵向扩展。

本文中显示的结果源自执行一个特定的报表集，该报表集使用一个以特定方式重复的特定数据集。 它是一个有用的参考点，但请记住，使用情况将取决于
报表、查询、使用模式以及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部署。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MDhhNGY4NGQtNGRhYy00Yzk4LTk2MzAtYzFlNWI5NjBkMGFi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NDBiODk1OGUtYTAyOC00MzVhLThmZmYtNzVjNTFjNzMwYzkw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NDFiZWYzMTktZGIxNS00MzcwLThjODQtMmJkMGRiZWEzNjhl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OTU0YjJkYTgtNDg4Yy00NzlhLWIwMGYtMzg4YWI2MjNmOTZj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MDhhNGY4NGQtNGRhYy00Yzk4LTk2MzAtYzFlNWI5NjBkMGFi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NDBiODk1OGUtYTAyOC00MzVhLThmZmYtNzVjNTFjNzMwYzkw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NDFiZWYzMTktZGIxNS00MzcwLThjODQtMmJkMGRiZWEzNjhl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https://msit.powerbi.com/view?r=eyJrIjoiOTU0YjJkYTgtNDg4Yy00NzlhLWIwMGYtMzg4YWI2MjNmOTZjIiwidCI6IjcyZjk4OGJmLTg2ZjEtNDFhZi05MWFiLTJkN2NkMDExZGI0NyIsImMiOjV9


附录

1 1 拓扑拓扑

虚虚拟拟机机类类型型 处处理器理器 内存内存 AZURE VM 大小大小

Active Directory 域控制器域控制器 双核 7 GB Standard_DS2_v2

SQL Server 数据数据库库引擎和引擎和  Analysis
Services

16 核 56 GB Standard_DS5_v2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数据器数据库库 16 核 56 GB Standard_DS5_v2

虚虚拟拟机机 处处理器理器 内存内存 AZURE VM 大小大小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小型）器（小型） 8 核 32 GB Standard_D8S_v3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大型）器（大型） 16 核 64 GB vStandard_D16S_v3

2 2 运行运行  LoadTest  LoadTest 工具工具

1.1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拓扑器拓扑

为专注于不同配置下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行为，修复了每种类型的计算机（托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计算机除外）的 VM 配置。 根据具有高级存储
磁盘的第二代 (v2) D 系列计算机对每台计算机进行了预配。 可以在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pricing/details/virtual-machines/windows/ 上
的“常规用途”下找到有关每个 VM 大小的详细信息。

1.2 Power BI 报报表服表服务务器虚器虚拟拟机配置机配置

不同的处理器和内存配置用于托管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虚拟机。 和其他 VM 不同，此计算机根据具有高级存储磁盘的第三代 (v3) D 系列计算机进行
了预配。 可以在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pricing/details/virtual-machines/windows/ 上的“常规用途”下找到有关此 VM 大小的详细信息。

如果想针对自己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部署或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 Microsoft Azure 部署运行 Reporting Services LoadTest 工具，请遵循以下步骤。

1. 从 GitHub 中克隆 Reporting Services LoadTest 项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
2. 在项目目录中，将找到一个名为 RSLoadTests.sln 的解决方案文件。 在 Visual Studio 2015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此文件。
3. 确定是要针对自己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部署，还是针对 Microsoft Azure 中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部署运行此工具。 如果要对自己的部署运行此
工具，请转到步骤 5。

4. 按照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create-a-sql-server-reporting-services-load-environment-in-azure 上列出的说明操
作，在 Azure 中创建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环境。

5. 部署完环境后，按照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load-test-execution 上列出的说明操作来运行测试。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pricing/details/virtual-machines/windows/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pricing/details/virtual-machines/window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create-a-sql-server-reporting-services-load-environment-in-azure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eporting-Services-LoadTest#load-test-execution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什么是 Power BI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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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类型

使用网关

网关的工作原理

Power BI 网关是安装在本地网络中的软件；它便于访问该网络中的数据。 这类似于网关守卫侦听连接请求，并仅在
用户请求满足特定条件时才授权访问。 这样，组织可以使数据库和其他数据源保留在其本地网络上，但可安全地使
用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中的本地数据。

网关可用于一个数据源，也可用于多个数据源。 下图显示基本视图，其中包含处理来自三个本地计算机的云的请求
的网关。 我们稍后将在本文中对其进行阐述。

Power BI 提供两个网关，每个网关用于不同场景：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允许一位用户连接到源，且无法与其他人共享。 只能与 Power BI 协同使用。 此网
关非常适用于你是创建报表的唯一人员且不需要与其他人共享数据源的场景。

本地数据网关 – 允许多个用户连接到多个本地数据源。 可供 Power BI、PowerApps、Flow、Azure Analysis
Services 和 Azure 逻辑应用使用，只需安装一个网关便可支持所有云服务。 此网关非常适用于更复杂的场
景，即多个用户访问多个数据源。

使用网关有以下四个主要步骤：

1. 在本地计算机上使用适当模式安装网关
2. 将用户添加到网关，以便他们可以访问本地数据源
3. 连接到数据源，以便它们可以用于报表和仪表板
4. 刷新本地数据，以便 Power BI 报表保持最新

可以安装独立的网关，也可以将网关添加到群集（当为了实现高可用性时推荐使用）。

安装的网关（本地数据网关）作为一项 Windows 服务运行。 此本地服务通过 Azure 服务总线注册到网关云服务。 下
图显示本地数据与使用该网关的云服务之间的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getting-started.md


后续步骤

查询和数据流：

1. 云服务将创建查询以及本地数据源的加密凭据， 并将其发送到队列中以让网关进行处理。
2. 网关云服务将分析该查询，并将请求推送到 Azure 服务总线。
3. 本地数据网关将为挂起的请求轮询 Azure 服务总线。
4. 网关获取查询、解密凭据并使用这些凭据连接到数据源。
5. 网关将查询发送到数据源执行。
6. 执行的结果从数据源发出，返回到网关，然后到云服务和服务器上。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教程：连接到 SQL Server 中的本地数据
2018/7/17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设置示例数据

本地数据网关是安装在本地网络中的软件；它便于访问该网络中的数据。 在本教程中，将基于从 SQL Server 导入的
示例数据生成 Power BI Desktop 报表。 然后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并配置网关，以便服务可以访问本地
数据。 此访问权限意味着该服务可以刷新数据保持报表最新。

在本教程中，了解如何：

通过 SQL Server 中的数据创建报表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添加 SQL Server 作为网关数据源
刷新报表中的数据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SQL Server
在相同的本地计算机上安装本地数据网关（在生产环境中，通常为另一台计算机）

首先通过将示例数据添加到 SQL Server，以此可以在本教程的其余部分使用该数据。

CREATE DATABASE TestGatewayDocs

1. 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连接到 SQL Server 实例，并创建一个测试数据库。

2. 在创建的数据库中，添加表并插入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sql-tutorial.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esktop/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database-engine/install-windows/install-sql-server


生成并发布报表

USE TestGatewayDocs

CREATE TABLE Product (
    SalesDate DATE,
    Category  VARCHAR(100),
    Product VARCHAR(100),
    Sales MONEY,
    Quantity INT
)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5','Accessories','Carrying Case',9924.60,68)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6','Accessories','Tripod',1350.00,18)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11','Accessories','Lens Adapter',1147.50,17)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5','Accessories','Mini Battery Charger',1056.00,44)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6','Accessories','Telephoto Conversion Lens',1380.00,18)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6','Accessories','USB Cable',780.00,26)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8','Accessories','Budget Movie-Maker',3798.00,9)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9','Digital video recorder','Business Videographer',10400.00,13)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10','Digital video recorder','Social Videographer',3000.00,60)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11','Digital','Advanced Digital',7234.50,39)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7','Digital','Compact Digital',10836.00,84)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8','Digital','Consumer Digital',2550.00,17)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5','Digital','Slim Digital',8357.80,44)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9','Digital SLR','SLR Camera 35mm',18530.00,34)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2018-05-07','Digital SLR','SLR Camera',26576.00,88)

SELECT * FROM Product

3. 从表中选择数据以进行验证。

现在，你已经有要使用的示例数据，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SQL Server 并生成基于该数据的报表。 然后将
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1. 在 Power BI Desktop 的“主页”选项卡上，选择“获取数据” > “SQL Server”。

2. 在“服务器”下输入服务器名称，并在“数据库”下输入“TestGatewayDocs”。 选择确定确定。



3. 验证凭据，然后选择“连接”。

4. 在“导航器”下，选择“产品”表，然后选择“负载”。

5. 在 Power BI Desktop“报表”视图的“可视化效果”窗格中，选择“堆积柱形图”。

6. 在报表画布中选择柱形图后，在“字段”窗格中选择“类别”和“销售”字段。



添加 SQL Server 作为网关数据源

此时，图表应如下所示。

请注意，“SLR 相机”是当前的销量领跑者。 在本教程后面更新数据和刷新报表时，将发生更改。

7. 使用名称“TestGatewayDocs.pbix”保存报表。

8. 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发布” > “我的工作区” > “选择”。 如果系统要求你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请登录。

9. 在“成功”屏幕上，选择“在 Power BI 中打开‘TestGatewayDocs.pbix’”。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直接连接到 SQL Server，但 Power BI 服务需要一个网关来充当网桥。 现在，将 SQL



Server 实例作为在前一个项目中创建的网关数据源（在先决条件下列出）。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

2. 选择“添加数据源”，并为“数据源名称”输入“test-sql-source”。

3. 选择“SQL Server”的“数据源类型”，然后输入其他值，如下所示。



选项选项 值值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test-sql-source

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SQL Server

服服务务器器 SQL Server 实例名称（必须与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指
定的名称相同）

数据数据库库 TestGatewayDocs

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 Windows

用用户户名名 用于连接到 SQL Server 的帐户，如 michael@contoso.com

密密码码 用于连接到 SQL Server 的帐户密码

4. 选择添加添加。 此过程成功时，会看到“连接成功”。



配置和使用数据刷新

现在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在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中包含来自 SQL Server 的数据。

你已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并已配置 SQL Server 数据源。 准备就绪后，现在在“产品”表中进行更改，此更
改将通过网关应用到已发布的报表。 还可以配置计划刷新，以处理任何在将来进行的更改。

UPDATE Product
SET Sales = 32508, Quantity = 252
WHERE Product='Compact Digital'     

1. 在 SSMS 中，更新“产品”表中的数据。

2. 在 Power BI 服务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我的工作区”。

3. 在“数据集”下，为“TestGatewayDocs”数据集选择“更多”(...)>“立即刷新”。

4. 选择“我的工作区” > “报表” > “TestGatewayDocs”。 了解更新如何同步，且现在的销量领跑者是“Compact
Digital”。



清理资源

后续步骤

5. 选择“我的工作区” > “报表” > “TestGatewayDocs”。 选择“更多”(. . .)>“计划刷新”。

6. 在“计划刷新”下，将刷新设置为“启用”，然后选择“应用”。 默认情况下，每天都会刷新数据集。

如果不想再使用示例数据，请在 SSMS 中运行 DROP DATABASE TestGatewayDocs 。 如果不想要使用 SQL Server 数据
源，请删除数据源。

在本教程中，了解如何：

通过 SQL Server 中的数据创建报表
将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添加 SQL Server 作为网关数据源
刷新报表中的数据

前进到下一篇文章了解详细信息

管理 Power BI 网关



部署 Power BI 数据网关指南
2018/7/20 • • Edit Online

本地数据网关的安装注意事项

用用户户数数

连连接接类类型型

本文提供在网络环境中部署数据网关的指南和注意事项。 网关网关是一种便于访问驻留在本地专用网络上的数据的软
件，方便后续在 Power BI 等云服务中使用这些数据。 本文将指导你完成部署，并为本地数据网关设置提供指南。

有关本地数据网关的详细信息（包括安装链接），请查看博客文章。

在深入了解安装和部署的详细信息之前，应牢记一些注意事项。 以下各部分介绍了需要牢记的重要事项。

使用报表（该报表使用网关）的用户数是决定安装该网关位置的重要指标。 下面是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用户是否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使用这些报表？

他们使用什么类型的连接（DirectQuery 或 Import）？
是否所有用户都使用相同的报表？

如果用户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访问给定的报表，则需要确保在能够处理所有这些请求的计算机上安装网关（请参阅以

下各部分，了解可帮助确定此问题的性能计数器和最低要求）。

在 Power BI 中有一个约束，只允许每个报表有一个网关。因此，即使报表基于多个数据源，所有此类数据源也必须
通过单个网关。 但是，如果仪表板基于多个报表，则可以对每个提供的报表使用专用网关，从而将网关负载分发到
有助于该单个仪表板的多个报表中。

Power BI 提供了两种连接类型：DirectQuery 和 Import。 并非所有数据源都支持这两种连接类型，而且有很多原因
可能会导致选择其中一种类型，如安全要求、性能、数据限制和数据模型大小。 可在本地数据网关一文的“可用数据
源类型列表”部分中详细了解连接类型和支持数据源。

根据所使用的连接类型，网关的使用可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应尽可能将 DirectQuery 数据源从“计划刷新”数据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deployment-guidance.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gateways-march-update/


位置位置

监视监视网关网关

性能性能计计数器数器

中分离出来（假设它们位于不同的报表中并且可以分开）。 这样做可以防止网关将成千上万的 DirectQuery 请求排
入队列的时间与上午计划用于公司主仪表板的大型数据模型刷新时间相同。 以下是每种类型需要考虑的内容：

“计划刷新”：根据查询大小和每天发生的刷新次数，可以选择保持在推荐的最低硬件要求之间或升级到更高性能
的计算机。 如果没有折叠给定的查询，网关计算机上会发生转换，因此网关计算机可受益于拥有更多可用的
RAM。
DirectQuery：每次任何用户打开报表或查看数据时，都会发送查询。 因此，如果预计有超过 1,000 位用户同时访
问数据，那么需要确保计算机具有强大耐用的硬件组件。 更多 CPU 内核可使 DirectQuery 连接有更好的吞吐
量。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的计算机的要求如下：

最低：

.NET 4.5 Framework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7 / Windows Server 2008 R2（或更高版本）

推荐：推荐：

8 核 CPU
8 GB 内存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2012 R2（或更高版本）

网关的安装位置可能会对查询性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请尝试确保网关、数据源位置和 Power BI 租户尽可能靠近
彼此，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延迟。 若要确定 Power BI 租户位置，请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 图标（右上角），然后
选择“关于 Power BI”。

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监视已安装网关的使用和性能。

有许多性能计数器可用于评价并估计网关上发生的活动。 计数器有助于了解是否存在大量特定类型的活动，这可能
会提示你部署新网关。



NOTENOTE

日志日志

附加日志附加日志记录记录

网网络络配置配置

这些计数器将不会捕获特定任务持续时间。

除了计算机的计数器之外，网关计数器也提供计算机所处理负载量的信息，并且可以提供服务器资源容量是否正在

延伸或即将超出范围的指示。

这些计数器可从“Windows 性能监视器”进行访问，并且可由用于此目的的任何报表工具使用。 有关如何结合使用网
关性能监视器与 Power BI 的详细步骤，请查看以下社区创建的博客文章。

Monitor On-premises data gateways（监视本地数据网关）

配置和服务日志提供了网关所发生情况的另一层面的信息。 当连接未按预期方式工作时，要记得检查网关日志，因
为并非所有的错误信息都会出现在 Power BI 服务上。

在本地计算机上查看所有日志文件的一种简单方法是在初始安装完成后，重新打开网关时，使用本地数据网关上

的“导出日志”按钮，然后选择“诊断”>“导出日志”。

默认情况下，网关执行基本日志记录。 如果正在调查网关问题，且需要有关查询连接细节的详细信息，可暂时启
用“详细日志记录”来收集其他日志信息。 为此，请在已安装的网关中选择“诊断程序”>“其他日志记录”。

根据网关使用情况，启用此设置可能会显著增加日志大小。 建议在完成审查日志后，禁用“其他日志记录”。 不建议
在网关正常使用期间将此设置保持为启用状态。

网关创建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出站连接。 网关使用以下出站端口进行通信：

TCP 443（默认）
5671
5672

https://insightsquest.com/2016/08/08/monitor-on-premises-data-gateways/


强强制制  HTTPS  HTTPS 与与  Azure  Azure 服服务总线务总线通信通信

附加指南附加指南

网关恢复网关恢复

9350 至 9354

网关不需要入站端口。 所有必需的端口列在上面的列表中。

建议你将防火墙中数据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白名单。 可在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中下载 IP 地址列表。 该
列表每周更新一次。 网关将使用指定的 IP 地址以及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与 Azure 服务总线进行通信。 如果使
用 HTTPS 强制网关进行通信，则网关仅使用 FQDN，并且不会使用 IP 地址则进行通信。

可以使用 HTTPS 替代直接 TCP 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这样会稍微降低性能。 还可以使用网关接口
（从 2017 年 3 月的网关版本开始），通过使用 HTTPS 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进行通信。

为此，请在网关中选择“网络”，然后将“Azure 服务总线连接模式”切换至“启用”。

本部分为部署和管理网关提供附加指南。

避免单点故障。 如果可以，请将本地数据源分发到多个网关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台计算机变得不可用，你
仍能刷新部分数据，不会完全丢失该功能。

网关不能安装在域控制器上，因此不要计划或尝试执行此操作。

不能在可能会关闭、进入休眠模式或无法连接到 Internet 的计算机上（如便携式计算机）安装网关，因为网关无法
在任何这些环境下运行。

避免在无线网络上安装网关，因为性能可能会受到无线网络的影响。

可使用恢复密钥恢复现有网关，或者将其移动到新计算机中。 会向安装网关的用户提供恢复密钥，并且之后不能更
改密钥。 恢复密钥用于数据加密和网关恢复。

若要恢复网关，请确保你是网关上的管理员，知道网关名称，有正确的恢复密钥并且具有相似性能特征的新计算机

可用。

登录后，选择“迁移现有网关”选项。 然后，需要选择要恢复或迁移的网关，最后提供恢复密钥并点击配置。 完成该步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管理管理员员

后续步骤

骤后，旧网关将被新网关替代，新网关将继承其以前配置的名称和所有数据源。 所有数据源现在将通过新计算机，
而无需重新发布任何内容。 尚不支持自动故障转移，但网关团队正在积极考虑提供此功能。

可在 Power BI 服务中找到网关管理员列表。 登录 Power BI 服务时，请选择“设置”（齿轮图标）>“管理网关”->“网关
UI”。

在此可以选择网关并查看网关管理员列表。 列出的管理员可以访问、恢复和删除网关。 还可以在网关中添加和删除
数据源。 若要确保组织中的所有管理员都能访问组中的所有网关，建议使用以下内容：

创建 AAD 安全组并向其添加其他用户，然后将此安全组添加到各自的网关管理员列表中。 这可确保在发生故障
时或需要恢复或迁移网关时，多个用户可以访问网关。 这也让其他管理员了解其组中正在使用哪些网关以及每
个网关上存在哪些数据源。

配置代理设置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本地数据网关常见问题解答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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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问问：：  这项 Windows 服务的实际名称是什么？
答：答：  网关在服务中被称为本地数据网关服务

问问：：  网关的要求是什么？
答：答：  请参阅主要的网关文章中的要求部分。

问问：：  网关支持哪些数据源？
答：答：  请参阅主要的网关文章中的数据源表。

问问：：  我是否需要一个云数据源的网关，如 Azure SQL 数据库？
答：答：  不！ 该服务可连接到数据源而无需网关。

问问：：  是否有任何从云到网关的入站连接？
答：答：  不能。 网关使用到 Azure 服务总线的出站连接。

问问：：  如果我阻止了出站连接怎么办？ 我需要打开什么？
答：答：  请参阅端口和网关使用的主机的列表。

问问：：  网关是否必须安装在与数据源相同的计算机上？
答：答：  不能。 网关将使用所提供的连接信息连接到数据源。 从这个方面来讲，可以将网关看作是一个客户端应用程
序。 它只需要能够连接到所提供的服务器名称即可。

问问：：  什么是来自网关的数据源的运行查询延迟？ 什么是最佳的体系结构？
答：答：  建议使用尽可能接近数据源的网关以避免网络延迟。 如果你可以在实际数据源上安装网关，这将使引入的延迟
最小化。 同时也要考虑数据中心。 例如，如果你的服务正在使用美国西部的数据中心，并且你拥有一个托管在
Azure VM 中的 SQL Server，你也会想要一个在美国西部的 Azure VM。 这将最小化延迟，并且避免 Azure VM 上
的传出费用。

问问：：  是否对网络带宽有要求？
答：答：  建议为你的网络连接配备较高的吞吐量。 每个环境都不同，而且这也依赖于所发送的数据量。 使用
ExpressRoute 可以帮助保证本地和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的吞吐量级别。

你可以使用第三方 Azure 速度测试应用来帮助测量吞吐量。

问问：：  网关 Windows 服务能够通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帐户运行吗？
答：答：  不能。 Windows 服务需要具有有效的 Windows 帐户。 默认情况下，它将通过服务 S ID 运行，NT
SERVICE\PBIEgwService 。

问问：：  结果如何发送回云？
答：答：  通过 Azure 服务总线的方式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工作方式。

问问：：  我的凭据存储在哪里？
答：答：  你为数据源输入的凭据加密存储在网关云服务中。 凭据加密存储在本地网关中。

问问：：  可否将网关置于外围网络（也称为 DMZ、隔离区和屏蔽子网）？
答：答：  网关需要与数据源相连接。 如果数据源不可在外围网络中访问，网关可能无法连接到它。 例如，你的 SQL
Server 可能不在外围网络中。 并且你不能从外围网络连接到 SQL Server。 如果将网关置于外围网络中，它将无法
访问该 SQL Server。

问问：：  是否可以强制网关使用 Azure 服务总线的 HTTPS 流入量来代替 TCP？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faq.md
http://azurespeedtest.azurewebsites.net/


<setting name="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serializeAs="String">
    <value>Https</value>
</setting>

高可用性/灾难恢复

故障排除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

答：答：  是的。 尽管这会大大降低性能。 你会想要修改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 你会想要将值从 AutoDetect  更改为 
Https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

问问：：  需要将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列入白名单吗？ 在何处可以获取此列表？
答：答：  如果你要拦截出站 IP 流量，则可能需要将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列入白名单。 目前，网关使用 IP 地址以及完
全限定的域名与 Azure 服务总线进行通信。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每周更新一次。 可以下载 Microsoft Azure 数据
中心 IP 列表。

问问：：  是否有任何可通过网关启用的高可用性方案的计划？
答：需要，这是 Power BI 团队主动投资的领域。 请继续关注 Power BI 博客获取有关此功能的后续更新。

问问：：  那些选项可以使用灾难恢复？
答：答：  你可以使用恢复密钥来还原或移动网关。 在安装网关时，提供恢复密钥。

问问：：  恢复密钥的好处是什么？
答：答：  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迁移或恢复你的网关设置。 这也可用于灾难恢复。

问问：：  网关日志的位置在哪里？
答：答：  请参阅疑难解答文章的工具部分。

问问：：  如何查看正在发送到本地数据源的查询？
答：答：  可以启用查询跟踪。 这将包括正在发送的查询。 请记住在完成故障排除后，需要将其更改回原始值。 启用查询
跟踪可能会使日志变大。

你还可以查看用于跟踪查询的数据源工具。 例如，针对 SQL Server 和 Analysis Services，你可以使用扩展事件或
SQL 事件探查器。

问问：：  我可以使用 msdmpump.dll 为 Analysis Services 创建自定义的有效用户名映射吗？
答：答：  不能。 这一次不支持此项。

问问：：  我是否可以使用网关连接到多维 (OL AP) 实例。
答：答：  是的！ 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实时连接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和多维模型。

问问：：  如果将网关从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的本地服务器安装在其他域中的计算机上，该怎么办？
答：答：  这里不能保证。 这完全取决于两个域之间的信任关系。 如果两个不同的域在受信任的域模型中，则网关可能会
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且有效的用户名可以得到解析。 如果没有，你可能会遇到登录失败。

问问：：  如何弄清哪些有效用户名被传递给我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答：答：  我们在故障排除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问：：  我在 Analysis Services 中有 25 个数据库，有办法可以让它们全部同时为网关启用吗？
答：答：  不能。 这在规划之中，但我们尚无时间范围。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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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问问：：  一个网关可以有多个管理员吗？
答：答：  是的！ 当你管理网关时，可以转到“管理员”选项卡添加其他管理员。

问问：：  网关管理员是否需要是安装网关的计算机的管理员？
答：答：  不能。 网关管理员是用来管理服务中的网关的。

问问：：  是否可以防止我组织中的用户创建网关？
答：答：  不能。 这在规划之中，但我们尚无时间范围。

问问：：  我是否可以获取我组织中网关的使用情况和统计信息？
答：答：  不能。 这在规划之中，但我们尚无时间范围。

问：是否需要升级个人网关？ 答：答：  不需要，你可以继续使用 Power BI 个人网关。

问：通过本地数据网关连接时，Power BI 仪表板中的磁帖多久刷新一次？
答：答：  大约 10 分钟时间。 DirectQuery 连接就是这样。 这并不意味着每十分钟磁贴就可以向本地服务器发布查询并
显示新数据。

问问：：  是否可以使用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 Power Pivot 数据模型上传 Excel 工作簿？ 此方案是否需要网关？
答：答：  是的，可以上传工作簿。 依然不，你不需要网关。 但是，由于数据将驻留在 Excel 数据模型中，基于 Excel 工作
簿的 Power BI 中的报表将不是实时的。 为了刷新 Power BI 中的报表，你必须重新上传每次更新的工作簿。 或者，
使用带有计划刷新的网关。

问问：：  如果用户共享具有 DirectQuery 连接的仪表板，则其他用户即使可能没有相同的权限，是否也能够看到数据？
答：答：  对于已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的仪表板，用户将只能看到他们有权访问的数据。 如果用户不具有相同的权
限，他们将无法查看任何数据。 对于其他数据源，所有用户都将都共享管理员为该数据源输入的凭据。

提提问问：：  我为什么不能连接到 Oracle 服务器？
回答：回答：  你可能需要使用正确的服务器信息来安装 Oracle 客户端并配置 tnsnames.ora 文件，以便连接至你的 Oracle
服务器。 这是网关外的单独安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问问：：  网关将使用 ExpressRoute？
答：答：  是的。 有关 ExpressRoute 和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

本地数据网关

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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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并安装网关

Power BI 网关是安装在本地网络中的软件；它便于访问该网络中的数据。 如概述中所述，可以在个人模式或标准
模式（推荐）下安装网关。 在标准模式下，可以安装独立的网关，也可以将网关添加到群集（推荐用于实现高可用
性）。 在本文中，我们向你介绍如何安装标准网关，然后添加其他网关以创建群集。

如果未注册 Power BI，请免费注册后再进行操作。

网关在安装它的计算机上运行，因此请确保安装在始终打开的计算机上。 为了提高性能和可靠性，我们建议计算
机使用有线网络，而不是无线网络。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下载图标”  > “数据网关”。

2. 在下载页上，选择“下载网关”按钮。

3.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选择“本地数据网关(推荐)” > “下一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install.md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5. 保留默认安装路径，并接受条款 >“安装”。

6. 输入用于登录到 Power BI 的帐户 >“登录”。



网关与 Power BI 帐户关联，且从 Power BI 服务中管理网关。 现已登录到你的帐户。

7. 选择“在此计算机上注册一个新网关” > “下一步”。

8. 输入网关的名称（在租户中必须唯一）和恢复密钥。 如果要恢复或移动网关，则需要此密钥。 选择“配置配置”。

请注意选项“添加到现有的网关群集”。 我们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使用此选项。

9. 查看最终窗口中的信息。 请注意，网关可用于 Power BI、PowerApps 和 Flow，因为这三个服务使用了同一
个帐户。 选择“关关闭闭”。



添加其他网关以创建群集

现已成功安装网关，可以添加其他网关以创建群集。

群集使网关管理员可以避免本地数据访问的单点故障。 如果主网关不可用，数据请求将路由到已添加的第二个网
关，依次类推。 计算机上只能安装一个标准网关，因此必须在不同计算机上为群集安装第二个网关。 这可以理解，
因为群集中需要冗余。

高可用性网关群集要求对本地数据网关应用 2017 年 11 月更新或更高版本。

1. 将网关下载到其他计算机并进行安装。

2. 登录到 Power BI 帐户后，注册网关。 选择“添加到现有群集”。 在“可用的网关群集”下，选择已安装的第一个
网关（主网关），然后输入该网关的恢复密钥。 选择“配置配置”。



后续步骤

管理 Power BI 网关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 Power BI 网关
2018/6/28 • • Edit Online

管理数据源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安装 Power BI 数据网关后，根据需求管理网关。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添加和删除数据源和用户、如何重启网关，以及
如何迁移、还原、接管和删除网关。

可以通过 Power BI 服务的“管理网关”部分、本地计算机上的网关应用和 PowerShell 脚本来管理网关。 本文重点介
绍 Power BI 服务。

如果刚安装了网关，我们建议你接下来添加数据源，然后添加用户，以便他们可以访问数据源。

Power BI 支持多个本地数据源，每个都具有自己的要求。 网关可用于一个数据源，也可用于多个数据源。 对于此示
例，我们将向你演示如何添加 SQL Server 作为数据源，但步骤与其他数据源的步骤类似。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

2. 选择一个网关 >“添加数据源”，或转到“网关”>“添加数据源”。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manage.md


3. 选择“数据源类型”。

4. 输入数据源的信息。 对于此示例，可以是“服务器”、“数据库”和其他信息。



5. 对于 SQL Server，你可以选择 Windows 或“基本”的“身份验证方法”（SQL 身份验证）。 如果选择“基本”，则输
入数据源的凭据。

6. 在“高级设置”下，可以选择配置数据源的隐私级别（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7. 选择添加添加。 如果过程成功，会看到“连接成功”。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删删除数据源除数据源

管理角色和管理员

将用将用户户添加到数据源添加到数据源

现在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在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中包含来自 SQL Server 的数据。

如果不再使用数据源，则可以将其删除。 请注意，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该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和报表。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然后选择“删除”。

将数据源添加到网关后，将为用户和安全组提供对特定数据源（不是整个网关）的访问权限。 数据源用户列表仅控
制有权发布包含来自数据源的数据的报表的用户。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内容包和应用，然后与其他用户共
享它们。

还可以为用户和安全组提供对网关的管理访问权限。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

2. 选择要添加用户的数据源。

3. 选择“用户”，然后输入组织中想要授予对所选数据源的访问权限的用户。 在下面的屏幕中，你可以看到我添
加的 Maggie 和 Adam。



从数据源中从数据源中删删除用除用户户

4. 选择“添加”，此时框中将显示添加的成员。

以上就是步骤的全部内容。 请注意，需要将用户添加到你希望向其授予访问权限的每个数据源。 每个数据源具有一
个单独的用户列表，必须分别将用户添加到每个数据源。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删除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和安全组。



添加和添加和删删除管理除管理员员

管理网关群集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够管理网关的用户（或安全组）。

在创建包含两个或更多个网关的群集后，所有网关管理操作（例如添加数据源或授予对网关的管理权限）都将应用

到该群集所属的所有网关。

当管理员使用“Power BI 服务”中齿轮图标下面的“管理网关”菜单项时，会看到已注册群集或各个网关的列表，但看
不到属于群集的单个网关实例。

所有新的“计划刷新”请求和 DirectQuery 操作都将自动路由到给定网关群集的主实例。 如果主网关实例不处于联



共享网关

迁移、还原或接管网关

机状态，则请求将路由到群集中的另一个网关实例。

不得共享网关本身，但可以将管理员添加到网关中，并能将用户添加到网关的数据源中。

安装网关后，你默认就是此网关的管理员。 如前所述，可以将其他人添加为管理员。 这些管理员可以添加数据源、
配置和删除网关。

还可以将用户分配到你在每个网关下创建的数据源。 然后，用户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源刷新 Power BI 报表。 不过，
用户无法更改任何数据源或网关设置。

在要迁移、还原或接管网关的计算机上运行网关安装程序。

1. 下载并安装网关。

2. 登录到 Power BI 帐户后，注册网关。 选择“迁移、还原或接管现有网关” > “下一步”。

3. 从可用群集和网关中选择，然后输入所选网关的恢复密钥。 选择“配置配置”。



重新启动网关

删除网关

后续步骤

网关作为一项 Windows 服务运行。 像任何 Windows 服务一样，有多种方法可以启动和停止它。 下面是你可以如
何从命令提示符执行此操作。

1. 在运行网关的计算机上，使用管理员特权启动命令提示符

2. 输入 net stop PBIEgwService  停止服务。

3. 输入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重新启动服务。

如果不再使用网关，则可以将其删除。 但请注意，删除网关会删除其下的所有数据源， 进而中断依赖于这些数据源
的所有仪表板和报表。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

2. 选择网关 >“删除”

部署数据网关指南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2018/7/1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ownIGbcRAAU

下载和安装网关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限制

服服务务器版本器版本 所需的所需的  SKU

2012 SP1 CU4 或更高版本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4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6 标准 SKU 或更高版本

添加网关

NOTENOTE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之后，需要添加可与该网关结合使用的数据源。 本文将探讨如何使用网关和数据源。 你可以使
用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进行计划刷新或实时连接。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网关。 选择“下载” > “数据网关”，或转到网关下载页。

你可以使用针对表格或多维实例的实时连接。

不支持单元格级别格式和转译功能。

操作和命名集不会公开到 Power BI，但你仍然可以连接到包含操作或命名集的多维数据集，并创建视觉对象和
报表。

若要添加网关，只需下载并在你的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安装该网关即可。 安装网关后，该网关将显示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下

的网关列表中。

除非你至少是一个网关的管理员，否则“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将不会显示。 作为管理员添加网关或安装和配置网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
况。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enterprise-manage-ssas.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ownIGbcRAAU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删除网关

添加数据源

删除网关也将删除该网关下的所有数据源。 此外，还会中断任何仪表板和依赖于这些数据源的报表。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网关”> 删删除除

可以通过选择某个网关，然后单击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或者转到“网关”>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来添加数据源。

然后，你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如果要连接到多维或表格服务器，请选择 Analysis Services。



NOTENOTE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然后需要填写数据源（包括服服务务器器和数据数据库库）的信息。

网关将使用你输入的用用户户名名和密密码码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

输入的 Windows 帐户必须具有连接到该实例的服务器管理员权限。 如果此帐户的密码设置为过期，且数据源未更新此密码，
则用户将遇到连接错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要本地数据网关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存储凭据。

所有内容填写完毕之后，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现在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对本地的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进行计划刷新或
实时连接。 如果成功，则会看到连接成功。

可以为你的数据源配置隐私级别。 以便控制数据的混搭方式。 这仅适用于计划刷新。 而不适用于实时连接。 了解
详细信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Analysis Services 的用户名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b5EEjkHoLg

如何辨如何辨别别我的我的  UPN UPN？？

whoami /upn

映射用户名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ATPS-c7YRU

手手动动重映射用重映射用户户名名

每次用户与连接到 Analysis Services 的报表交互时，有效用户名将传递到网关，然后传递到你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会将其作为有效用户传递到 Analysis Services。 在
连接属性 EffectiveUserName 中传递它。 此电子邮件地址应与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内的定义的 UPN 匹配。
UPN 是 Active Directory 帐户的属性。 该 Windows 帐户还需位于 Analysis Services 角色中。 如果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找不到匹配项，则登录不会成功。 了解详细信息

你还可以将 Power BI 登录名与本地目录 UPN 映射。 了解详细信息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 UPN 是什么，而且你有可能不是域管理员。 你可以从工作站使用以下命令找出你的帐户的
UPN。

结果将类似于电子邮件地址，但是这是位于域帐户上的 UPN。 如果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进行实时连接，
并且此数据源与你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匹配，建议了解一下如何映射用户名。

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映射用于 Analysis Services 的用户名：

1. 手动重映射用户
2. 执行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属性查找，将 AAD UPN 重映射到 Active Directory 用户（AD 查找映射）

虽然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执行手动映射，但这样做既耗时又难以维护；当模式匹配不足以满足需求时（例如，当

AAD 和本地 AD 之间的域名不同时，或当 AAD 和 AD 之间的用户帐户名称不同时），尤为困难。 因此，不建议使
用第二种方法进行手动映射。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按顺序介绍这两种方法

对于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可以配置自定义用户主体名称 (UPN) 规则。 当你的 Power BI 服务登录名与本地
目录 UPN 不匹配时，这会很有用。 例如，如果使用 john@contoso.com 登录 Power BI，但本地目录 UPN 是
john@contoso.local，可以配置映射规则，将 john@contoso.local 传递到 Analysis Services。

要访问 UPN 映射屏幕，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齿轮图标齿轮图标，然后选择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展开包含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的网关。 或者，如果尚未创建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可以在此时创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dn140245.aspx#bkmk_auth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s677605.aspx
https://www.youtube.com/embed/Qb5EEjkHoLg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ATPS-c7YRU


NOTENOTE

AD AD 查查找映射找映射

建。

3. 选择数据源，然后选择用用户户选项卡。

4. 选择映射用映射用户户名名。

随即你将看到添加规则和对给定用户进行测试的选项。

可能会无意间更改不想更改的用户。 例如，如果 Replace（原始（原始值值））  是 @contoso.com 且 With（新名称）（新名称）  是
@contoso.local，则登录名包含 @contoso.com 的所有用户都将被替换为 @contoso.local。 此外，如果 Replace（原始名称）（原始名称）

是 dave@contoso.com 且 With（新名称）（新名称）  是 dave@contoso.local，则登录名为 v-dave@contoso.com 的用户将作为 v-
dave@contoso.local 发送。

若要通过执行本地 AD 属性查找来将 AAD UPN 重映射到 Active Directory 用户，请按照此部分中的步骤操作。
首先，我们将介绍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

Power BI 服务中将发生以下事件：



NOTENOTE

使用映射使用映射规则规则

字段字段 说说明明

Replace（原始名称） 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电子邮件地址。

With（新名称） 用其替换的值。 替换的结果将被传递到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
的 EffectiveUserName 属性。

对于 Power BI AAD 用户对本地 SSAS 服务器执行的每个查询，都会同时传递 UPN 字符串（如
firstName.lastName@contoso.com）

仍会在将用户名字符串发送到本地数据网关之前，应用 Power BI 数据源配置中定义的任何手动 UPN 用户映射。

在具有可配置自定义用户映射的本地数据网关上，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查找搜索 Active Directory（自动或可配置）
2. 根据 Power BI 服务中的传入 UPN 字符串（“firstName.lastName@contoso.com”），查找 AD 人员的属性（如电
子邮件地址）。

3. 如果 AD 查找失败，尝试将同时传递的 UPN 用作传递给 SSAS 的 EffectiveUser。
4. 如果 AD 查找成功，检索相应 AD 人员的 UserPrincipalName。
5. 它将 UserPrincipalName 电子邮件地址作为 EffectiveUser 传递给 SSAS（如 Alias@corp.on-prem.contoso）

如何将网关配置为执行 AD 查找：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1. 下载和安装最新网关

2. 在网关中，需要将“本地数据网关服务”更改为使用域帐户（而不是本地服务帐户，否则 AD 查找将无法在运
行时正常工作）运行。 你将需要重启网关服务才能使更改生效。 转到你的计算机上的网关应用（搜索“本地数
据网关”）。 为此，请依次转到“服务设置”>“更改服务帐户”。 请确保自己拥有此网关的恢复密钥，因为需要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还原它，除非要改为新建网关。

3. 以管理员身份转到此网关的安装文件夹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以确保自己拥有写
入权限并编辑下列文件：

4. 根据自己设定的 AD 用户 Active Directory 属性配置，编辑以下两个配置值。 下面显示的配置值只是示例，
需要根据自己的 Active Directory 配置指定它们。

5. 重启本地数据网关服务才能使配置更改生效。

若要创建映射规则，请输入原始名字原始名字和新名字新名字的值，然后选择添加添加。



使用通配符使用通配符  (*) (*)

测试测试映射映射规则规则

NOTENOTE

映射映射规则规则限制限制

当在列表中选择某个项时，可以使用 v 形形图标图标选择对其重新排序或删删除除该条目。

可以将通配符用于“Replace（原始名称）（原始名称）”字符串。 它只能用于自身而不能与任何其他字符串部分一起使用。 这样
可以使你获取所有用户，并将单个值传递到数据源。 当你希望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能够在本地环境中使用相同的
用户，那么这非常有用。

通过输入原始名称原始名称的值并选择 测试规则测试规则，可以验证将被替换的原始名称的值。

保存的规则将需要花费几分钟以使服务开始对其进行使用。 在浏览器中，该规则将立即生效。

映射只适用于正在配置的特定数据源。 它不是一种全局设置。 如果具有多个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必须
对每个数据源的用户进行映射。



删除数据源

管理管理员

管理用户

NOTENOTE

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给定的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或报表。

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删除”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够管理网关的用户（或安全组）。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或安全组。

用户列表仅控制允许发布报表的人员。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或内容包），并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使用数据源

NOTENOTE

通通过实时连过实时连接使用数据源接使用数据源

通通过计过计划刷新使用数据源划刷新使用数据源

创建数据源后，可通过实时连接或通过计划刷新使用该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和本地数据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必须匹配！

数据集和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链接取决于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这些名称必须匹配。 例如，如果提供了一
个服务器名称的 IP 地址，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网关配置中的数据源 IP 地址。 如果使用
SERVER\INSTANCE，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中的同一地址。

此示例适用于实时连接和计划刷新这两种情况。

你需要确保 Power BI Desktop 和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相互匹配。 还需要确保你
的用户列在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中，以便发布实时连接数据集。 首次导入数据时，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
择实时连接。

发布之后，应从 Power BI Desktop 或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启动报表。 在网关中创建数据源之后，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连接
才可用。

如果你被列于网关内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并且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匹配，则你可将网关视为用于计
划刷新的一个选项。



后续步骤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 SAP HANA 数据源
2018/7/20 • • Edit Online

下载和安装网关

添加网关

NOTENOTE

删除网关

添加数据源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之后，需要添加可与该网关结合使用的数据源。 本文将探讨如何使用网关和数据源。 你可以使
用 SAP HANA 数据源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网关。 选择“下载” > “数据网关”，或转到网关下载页。

若要添加网关，只需下载并在你的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安装该网关即可。 安装网关后，该网关将显示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下

的网关列表中。

除非你至少是一个网关的管理员，否则“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将不会显示。 作为管理员添加网关或安装和配置网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删除网关也将删除该网关下的所有数据源。 此外，还会中断任何仪表板和依赖于这些数据源的报表。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网关”> 删删除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enterprise-manage-sap.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NOTENOTE

可以通过选择某个网关，然后单击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或者转到“网关”>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来添加数据源。

然后，你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然后需要填写数据源（包括服服务务器器、用用户户名名和密密码码）的信息。

将使用这些凭据运行对数据源的所有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要本地数据网关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存储凭据。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删除数据源

所有内容填写完毕之后，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现在你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对本地 SAP HANA 服务器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如果成功，则会看到连接成功。

可以为你的数据源配置隐私级别。 以便控制数据的混搭方式。 这仅适用于计划刷新。 它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了
解详细信息

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给定的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或报表。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管理管理员

管理用户

NOTENOTE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 删删除除。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够管理网关的用户（或安全组）。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可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或安全组。

用户列表仅控制允许发布报表的人员。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或内容包），并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使用数据源

NOTENOTE

通通过过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连连接使用数据源接使用数据源

通通过计过计划刷新使用数据源划刷新使用数据源

创建数据源后，可通过 DirectQuery 连接或通过计划刷新使用该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和本地数据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必须匹配！

数据集和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链接取决于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这些名称必须匹配。 例如，如果提供了一
个服务器名称的 IP 地址，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网关配置中的数据源 IP 地址。 如果使用
SERVER\INSTANCE，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中的同一地址。

此示例适用于 DirectQuery 和计划刷新这两种情况。

你需要确保 Power BI Desktop 和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相互匹配。 还需要确保你的
用户列在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中，以便发布 DirectQuery 数据集。 首次导入数据时，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
选择 DirectQuery。 了解详细信息

发布之后，应从 Power BI Desktop 或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启动报表。 在网关中创建数据源之后，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连接
才可用。

如果你被列于网关内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并且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匹配，则你可将网关视为用于计划
刷新的一个选项。



后续步骤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2018/7/20 • • Edit Online

下载和安装网关

添加网关

NOTENOTE

删除网关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之后，可以添加可与该网关结合使用的数据源。 本文将探讨如何使用网关和数据源。 你可以使
用 SQL Server 数据源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网关。 选择“下载” > “数据网关”，或转到网关下载页。

若要添加网关，只需下载并在你的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安装该网关即可。 安装网关后，该网关将显示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下

的网关列表中。

除非你至少是一个网关的管理员，否则“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将不会显示。 将你作为管理员添加到网关或自行安装和配置网关时，会发生
这种情况。

删除网关也将删除该网关下的所有数据源。 此外，还会中断任何仪表板和依赖于这些数据源的报表。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网关”> 删删除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enterprise-manage-sql.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添加数据源

NOTENOTE

NOTENOTE

可以通过选择某个网关，然后单击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或者转到“网关”>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来添加数据源。

然后，你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使用 DirectQuery 时，网关仅支持 SQL Server 2012 SP1 和后续版本。

然后需要填写数据源（包括服服务务器器和数据数据库库）的信息。

你还需要选择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 可能是 Windows 或基本基本。 如果你打算使用 SQL 身份验证而不是 Windows 身份验
证，则需要选择基本基本。 然后输入将用于此数据源的凭据。

除非为数据源配置并启用了 Kerberos 单一登录 (SSO)，否则对数据源的所有查询都将使用这些凭据运行。 通过 SSO，导入数据
集使用存储的凭据，但是 DirectQuery 数据集使用当前 Power BI 用户通过 SSO 执行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要的本地
数据网关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存储凭据，或参阅介绍如何使用 Kerberos 进行从 Power BI 到本地数据源的 SSO（单一登录）的文
章。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所有内容填写完毕之后，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现在你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对本地 SQL Server 服务器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如果成功，则会看到连接成功。

可以为你的数据源配置隐私级别。 以便控制数据的混搭方式。 这仅适用于计划刷新。 它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了
解详细信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删除数据源

管理管理员

管理用户

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给定的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或报表。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 删删除除。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够管理网关的用户（或安全组）。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可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或安全组。



NOTENOTE

使用数据源

NOTENOTE

通通过过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连连接使用数据源接使用数据源

通通过计过计划刷新使用数据源划刷新使用数据源

用户列表仅控制允许发布报表的人员。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或内容包），并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创建数据源后，可通过 DirectQuery 连接或通过计划刷新使用该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和本地数据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必须匹配！

数据集和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链接取决于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这些名称必须匹配。 例如，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内为服务器名称提供 IP 地址，则需要在网关配置中使用数据源的 IP 地址。 如果使用
SERVER\INSTANCE，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中的同一地址。

此示例适用于 DirectQuery 和计划刷新这两种情况。

用户需要确保 Power BI Desktop 和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相互匹配。 还需要确保你
的用户列在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中，以便发布 DirectQuery 数据集。 首次导入数据时，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选择 DirectQuery。 了解详细信息

发布之后，应从 Power BI Desktop 或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启动报表。 在网关中创建数据源之后，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连接
才可用。

如果你被列于网关内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并且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匹配，则你可将网关视为用于计划
刷新的一个选项。



后续步骤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使用 Kerberos 进行从 Power BI 到本地数据源的 SSO（单一登录）。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2018/6/27 • • Edit Online

下载和安装网关

WARNINGWARNING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示例示例  tnsnames.ora  tnsnames.ora 文件条目文件条目

net_service_name=
 (DESCRIPTION=
   (ADDRESS=(protocol_address_information))
   (CONNECT_DATA=
     (SERVICE_NAME=service_name)))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之后，需要添加可与该网关结合使用的数据源。 本文将探讨如何使用网关和数据源。 你可以使用
Oracle 数据源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网关。 选择“下载” > “数据网关”，或转到网关下载页。

为了使网关能够连接到你的 Oracle 服务器，需要安装和配置 .NET 的 Oracle 数据提供程序 (ODP.NET)。 这是 Oracle 数据访问
组件 (ODAC) 的一部分。 有关如何下载 Oracle 提供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对于 32 位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请使用以下链接来下载并安装 32 位位  Oracle 客户端：

32 位 Oracle Data Access Components (ODAC) 和 Oracle Developer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12.1.0.2.4)

有关 64 位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 或本地数据网关，请使用以下链接下载并安装 64 位 Oracle 客户端：

适用于 Windows x64 的 64 位 ODAC 12.2c Release 1 (12.2.0.1.0)

安装后，将需要使用正确的信息对你的数据库配置 tnsnames.ora 文件。 Power BI Desktop 和网关会从
tnsnames.ora 文件中定义的 net_service_name 脱离。 如果未对其配置，则不能进行连接。 tnsnames.ora 的默认路
径如下： [Oracle Home Directory]\Network\Admin\tnsnames.ora 。 有关如何配置 tnsnames.ora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 Oracle：本地命名参数 (tnsnames.ora)。

tnsname.ora 中条目的基本格式如下。

此处是服务器和端口信息填充的一个示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manage-oracle.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topics/dotnet/utilsoft-086879.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atabase/windows/downloads/index-090165.html
https://docs.oracle.com/cd/B28359_01/network.111/b28317/tnsnames.htm


CONTOSO =
  (DESCRIPTION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oracleserver.contoso.com)(PORT = 1521))
    (CONNECT_DATA =
      (SERVER = DEDICATED)
      (SERVICE_NAME = CONTOSO)
    )
  )

添加网关

NOTENOTE

删除网关

添加数据源

若要添加网关，只需下载并在你的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安装该网关即可。 安装网关后，该网关将显示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下的

网关列表中。

除非你至少是一个网关的管理员，否则“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将不会显示。 作为管理员添加网关或安装和配置网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删除网关也将删除该网关下的所有数据源。 此外，还会中断任何仪表板和依赖于这些数据源的报表。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网关”> 删删除除

可以通过选择某个网关，然后单击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或者转到“网关”>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来添加数据源。

然后，你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NOTENOTE

然后需要填写数据源（包括服服务务器器和数据数据库库）的信息。

你还需要选择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 可能是 Windows 或基本基本。 如果你打算使用在 Oracle 内创建的帐户而非 Windows
身份验证，则会想要选择“基本基本”。 然后输入将用于此数据源的凭据。

将使用这些凭据运行对数据源的所有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要本地数据网关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存储凭据。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所有内容填写完毕之后，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现在可以使用此数据源对本地 Oracle 服务器进行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 如果成功，则会看到连接成功。

可以为你的数据源配置隐私级别。 以便控制数据的混搭方式。 这仅适用于计划刷新。 它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了
解详细信息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删除数据源

管理管理员

管理用户

NOTENOTE

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给定的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或报表。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 删删除除。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能够管理网关的用户（或安全组）。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可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或安全组。

用户列表仅控制允许发布报表的人员。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或内容包），并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使用报表或仪表板的
用户无需位于用户列表中。



使用数据源

WARNINGWARNING

通通过过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连连接使用数据源接使用数据源

通通过计过计划刷新使用数据源划刷新使用数据源

创建数据源后，可通过 DirectQuery 连接或通过计划刷新使用该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和本地数据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必须匹配！

数据集和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链接取决于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这些名称必须匹配！ 例如，如果提供了一
个服务器名称的 IP 地址，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网关配置中的数据源 IP 地址。 此名称也必须与
tnsnames.ora 文件内定义的别名匹配。 有关 tnsnames.ora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此示例适用于 DirectQuery 和计划刷新这两种情况。

你需要确保 Power BI Desktop 和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相互匹配。 还需要确保你的
用户列在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中，以便发布 DirectQuery 数据集。 首次导入数据时，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
选择 DirectQuery。 了解详细信息

发布之后，应从 Power BI Desktop 或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启动报表。 在网关中创建数据源之后，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连接
才可用。

如果你被列于网关内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并且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匹配，则你可将网关视为用于计划
刷新的一个选项。



故障排除

NOTENOTE

后续步骤

当命名语法不正确或未正确配置时，可能会遇到来自 Oracle 的多种错误。

ORA-12154：TNS：无法解析指定的连接标识符
ORA-12514：TNS 侦听器目前不知道连接描述符所需的服务
ORA-12541：TNS：无侦听器
ORA-12170：TNS：发生连接超时
ORA-12504：TNS 侦听器未给定 SERVICE_NAME in CONNECT_DATA

如果 Oracle 客户端未安装或未正确配置，则会出现这些错误。 如果 Oracle 客户端已安装，你将会想要验证是否已
对 tnsnames.ora 文件进行了正确配置并正在使用正确的 net_service_name。 还需确保使用 Power BI Desktop 的计
算机和运行网关的计算机之间的 net_service_name 是相同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装 Oracle 客户端。

你也可能会遇到 Oracle 服务器版本和 Oracle 客户端版本间的兼容性问题。 通常，你希望它们是匹配的。

有关与网关相关的其他疑难解答信息，请参阅本地数据网关疑难解答。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Power BI Premium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2018/7/11 • • Edit Online

下载和安装网关

添加网关

NOTENOTE

删除网关

添加数据源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之后，需要添加可与该网关结合使用的数据源。 本文将介绍如何结合使用网关和用于计划刷新
的数据源，而不是 DirectQuery 或实时连接。

你可以从 Power BI 服务中下载网关。 选择“下载” > “数据网关”，或转到网关下载页。

若要添加网关，只需下载并在你的环境中的服务器上安装企业网关即可。 安装网关后，该网关将显示在管理网管理网

关关下的网关列表中。

除非你至少是一个网关的管理员，否则“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将不会显示。 作为管理员添加网关或安装和配置网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删除网关也将删除该网关下的所有数据源。 此外，还会中断任何仪表板和依赖于这些数据源的报表。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管理网关。

2. “网关”> 删删除除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enterprise-manage-scheduled-refresh.md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1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8863


NOTENOTE

可以通过选择某个网关，然后单击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或者转到“网关”>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来添加数据源。

然后，你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源数据源类类型型。 所有列出的数据源均可用于通过企业网关的计划刷新。 Analysis
Services、SQL Server 和 SAP HANA 可以用于计划刷新或 DirectQuery/实时连接。

然后需要填写数据源（包括源信息和用来访问数据源的凭据）的信息。

将使用这些凭据运行对数据源的所有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要本地数据网关文章，详细了解如何存储凭据。



可用数据源类型的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是 是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是 是

文件 否 是

文件夹 否 是

IBM DB2 否 是

所有内容填写完毕之后，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借助你的本地数据，现在你可以对计划刷新使用此数据源。 如果成功，则
会看到连接成功。



IBM Informix 数据库 否 是

IBM Netezza 是 是

Impala 是 是

MySQL 否 是

OData 否 是

ODBC 否 是

Oledb 否 是

Oracle 是 是

PostgresSQL 否 是

SAP BW 是 是

SAP HANA 是 是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否 是

Snowflake 是 是

SQL Server 是 是

Sybase 否 是

Teradata 是 是

Web 否 是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高高级设级设置置

删除数据源

可以为你的数据源配置隐私级别。 以便控制数据的混搭方式。 这仅适用于计划刷新。 了解详细信息

删除数据源将中断依赖于给定的数据源的所有仪表板或报表。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Privacy-levels-Power-Query-CC3EDE4D-359E-4B28-BC72-9BEE7900B540


管理管理员

管理用户

NOTENOTE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转到“数据源”> 删删除除。

在网关的“管理员”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可管理网关的用户。 目前只能添加用户。 无法添加安全组。

在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上，可以添加和删除可使用此数据源的用户或安全组。

用户列表仅控制允许发布报表的人员。 报表所有者可以创建仪表板（或内容包），并与其他用户共享它们。



  对计划刷新使用数据源

NOTENOTE

WARNINGWARNING

限制

创建数据源后，可通过 DirectQuery 连接或通过计划刷新使用该数据源。

Power BI Desktop 和本地数据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必须匹配！

数据集和网关内的数据源之间的链接取决于服务器名称和数据库名称。 这些名称必须匹配。 例如，如果提供了一
个服务器名称的 IP 地址，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网关配置中的数据源 IP 地址。 如果使用
SERVER\INSTANCE，则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你将需要使用为网关配置的数据源中的同一地址。

如果你被列于网关内配置的数据源的“用户”选项卡中，并且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匹配，则你可将网关视为用于计划
刷新的一个选项。

如果数据集包含多个数据源，则必须在网关内添加每个数据源。 如果未将一个或多个数据源添加到网关，则不会看到可用于计
划刷新的网关。

OAuth 在本地数据网关中是不受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案。 不能添加需要 OAuth 的数据源。 如果数据集具有需要



后续步骤

OAuth 的数据源，则不能将网关用于计划的刷新。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合并或追加本地和云数据源
2018/7/17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借助本地数据网关，可合并或追加同一查询中的本地和云数据源。 这非常有用，因为无需使用单独的查询即可糅合
来自多个源的数据。

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的网关。

包含合并了本地和云数据源的查询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

1. 在 Power BI 服务的右上角，选择齿轮图标  > “管理网关”。

2. 选择要配置的网关。

3. 在“网关群集设置”下，选择“允许用户的云数据源通过此网关群集刷新” > “应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mashup-on-premises-cloud.md


4. 在此网关群集下，添加查询中使用的任何本地数据源。 无需在此处添加云数据源。

5. 将包含合并了本地和云数据源的查询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

6. 在新数据集的“数据集设置”页上：

对于本地源，选择与此数据源关联的网关。

在“数据源凭据”下，根据需要编辑云数据源凭据。



后续步骤

7. 设置云凭据后，可使用“立即刷新”选项刷新数据集，或计划为定期刷新。

若要详细了解网关的数据刷新，请参阅将数据源用于定期刷新。



使用 Kerberos 进行从 Power BI 到本地数据源的
SSO（单一登录）
2018/7/2 • • Edit Online

使用 SSO 运行查询 - 发生的步骤

NOTENOTE

通过使用 Kerberos 配置本地数据网关，可以获得无缝的单一登录连接，从而使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可以从本
地数据进行更新。 本地数据网关使用用于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 DirectQuery 实现单一登录 (SSO)。

目前支持以下数据源（全部基于 Kerberos 约束委派）：

SQL Server
SAP HANA
Teradata

当用户与 Power BI 服务中的 DirectQuery 报表进行交互时，每个交叉筛选、切片、排序和报表编辑操作都可能会
导致针对基础的本地数据源执行实时查询。 当为数据源配置单一登录时，查询将以与 Power BI 交互的用户身份
（即通过 Web 体验或 Power BI 移动应用）执行。 因此，每个用户都可以精确地看到自己在基础数据源中拥有权限
的数据 - 配置单一登录后，不同用户之间没有共享的数据缓存。

使用 SSO 运行的查询由三个步骤组成，如下图所示。

尚未启用 SSO for Oracle 功能，但正在开发此功能，该功能即将上市。

以下是有关这些步骤的其他详细信息：

1. 对于每个查询，当向配置的网关发送查询请求时，Power BI 服务包括用户主体名称 (UPN)。

2. 网关需要将 Azure Active Directory UPN 映射到本地 Active Directory 标识。

a. 如果已配置 AAD DirSync（也称为“AAD Connect”），则会自动在网关中进行映射。

b. 或者，网关可以通过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进行查找的方式来查找 Azure AD UPN，并将其映射到本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kerberos-for-sso-pbi-to-on-premises-data.m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553400.aspx


NOTENOTE

Kerberos 配置不全导致的错误

准备 Kerberos 约束委派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1 1：安装并配置本地数据网关：安装并配置本地数据网关

NOTENOTE

地用户。

3. 网关服务进程模拟映射的本地用户，打开与基础数据库的连接并发送查询。 网关不需要与数据库安装在同
一台计算机上。

只有在网关服务帐户是域帐户（或服务 S ID）并且已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以使数据库接受来自网关服
务帐户的 Kerberos 票据时，用户模拟和数据库连接才会成功。

对于服务 SID，如果配置了 AAD DirSync / Connect 并且用户帐户已同步，则网关服务不需要在运行时执行本地 AD
查找，并且可以将本地服务 SID（而不是请求域帐户）用于网关服务。 本文档所述的 Kerberos 约束委派配置步骤完全
相同（只是基于服务 SID 而不是域帐户来应用）。

若要为 SAP HANA 启用 SSO：

确保当前运行的 SAP HANA 服务器具备所需的最低版本（版本取决于 SAP Hana 服务器平台级别）：

HANA 2 SPS 01 Rev 012.03
HANA 2 SPS 02 Rev 22
HANA 1 SP 12 Rev 122.13

在网关计算机上，安装 SAP 的最新 HANA ODBC 驱动程序。 最低版本为 2017 年 8 月发布的 HANA ODBC 版本
2.00.020.00。

有关使用 Kerberos 设置和配置 SAP HANA 单一登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AP HANA 安全指南中的主题使用 Kerberos 进行
单一登录和该页中的链接，尤其是 SAP 注释 1837331 – HOWTO HANA DBSSO Kerberos/Active Directory]。

如果基础数据库服务器和网关未针对 Kerberos 约束委派正确配置，则可能会收到以下错误消息：

与错误消息相关的技术详细信息可能如下所示：

结果是由于 Kerberos 配置不全，网关无法正确模拟原始用户，并且数据库连接尝试失败。

必须配置多个项才能使 Kerberos 约束委派正常工作，其中包括服务主体名称 (SPN) 和服务帐户上的委派设置。

https://launchpad.support.sap.com/#/notes/2557386
https://launchpad.support.sap.com/#/notes/2547324
https://launchpad.support.sap.com/#/notes/2528439
https://help.sap.com/viewer/b3ee5778bc2e4a089d3299b82ec762a7/2.0.03/en-US/1885fad82df943c2a1974f5da0eed66d.html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2 2：将网关：将网关  Windows  Windows 服服务务作作为为域域帐户帐户运行运行

NOTENOTE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  3 3：具有域管理：具有域管理员权员权限才能配置限才能配置  SPN (SetSPN)  SPN (SetSPN) 和和  Kerberos  Kerberos 约约束委派束委派设设置置

为网关和数据源配置 Kerberos 约束委派

为为网关服网关服务帐户务帐户配置配置  SPN SPN

此版本的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就地升级，以及现有网关的设置接管。

在标准安装中，网关作为计算机本地服务帐户（具体而言，NT Service\PBIEgwService）运行，如下图所示：

若要启用 Kerberos 约束委派，网关必须作为域帐户运行，除非 AAD 已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同步（使用 AAD
DirSync/Connect）。 为了使此帐户更改正常工作，有以下两个选项可供选择：

如果从以前版本的本地数据网关开始，请准确地按照以下文章中所述的顺序执行所有 5 个步骤（包括在步
骤 3 中运行网关配置程序）：

将网关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本地数据网关的预览版本，则会有一个新的用户界面指导方法直接从网关的配置器

中切换服务帐户。 请参阅本文末尾处的“将本网关切换到域帐户”部分。

如果配置了 AAD DirSync / Connect 并且用户帐户已同步，则网关服务不需要在运行时执行本地 AD 查找，并且可以将本地
服务 SID（而不是请求域帐户）用于网关服务。 本文所述的 Kerberos 约束委派配置步骤与该配置相同（它们只需基于服务 SID
应用，而不是域帐户）。

虽然从技术上讲域管理员可以暂时或永久地允许其他人配置 SPN 和 Kerberos 委派，且无需域管理员权限，但这
不是建议的方法。 在下一节中，将详细介绍先决条件 3 所需的配置步骤。

若要正确配置系统，我们需要配置或验证以下两项：

1. 如果需要，为网关服务域帐户配置 SPN（如果尚未创建）。
2. 在网关服务域帐户上配置委派设置。

请注意，你必须是域管理员才能执行这两个配置步骤。

下列各节将依次介绍这些步骤。

首先，确定是否已经为用作网关服务帐户的域帐户创建了 SPN，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以域管理员身份启动“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2. 右键单击该域，选择“查找”，然后输入网关服务帐户的帐户名

3. 在搜索结果中，右键单击网关服务帐户，然后选择“属性”。

如果 “委派” 选项卡在 “属性” 对话框中可见，则表明已创建 SPN，并且可以跳到有关配置委派设置的下
一小节。

如果“属性”对话框中没有“委派”选项卡，则可以在添加“委派”选项卡的帐户上手动创建一个 SPN（这是配置委派设
置的最简单的方法）。 创建 SPN 可以使用 Windows 附带的 setspn 工具来完成（需要域管理员权限才能创建
SPN）。

例如，假设网关服务帐户为“PBIEgwTest\GatewaySvc”，并且运行网关服务的计算机名为 Machine1。 若要为本示
例中计算机的网关服务帐户设置 SPN，可以运行以下命令：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powerbi-gateway-proxy/#changing-the-gateway-service-account-to-a-domain-user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cc731241.aspx


在网关服在网关服务帐户务帐户上配置委派上配置委派设设置置

完成该步骤后，我们可以继续配置委派设置。

第二个配置要求是网关服务帐户上的委派设置。 有多种工具可以用来执行这些步骤。 在本文中，我们将使
用“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这是一个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 (MMC) 管理单元，可用于管理和发布目录
中的信息，并且默认在域控制器上可用。 也可以通过其他计算机上的“Windows 功能”配置来启用它。

我们需要通过协议转换来配置“Kerberos 约束委派”。 通过约束委派，必须显式设置要委派哪些服务 - 例如，只有
SQL Server 或 SAP HANA 服务器才能接受来自网关服务帐户的委派调用。

本节假定你已经为基础数据源（例如 SQL Server、SAP HANA、Teradata 等）配置了 SPN。 若要了解如何配置这
些数据源服务器 SPN，请参阅相应数据库服务器的技术文档。 另外，也可以查看描述你的应用需要哪种 SPN？的
博客文章。

在下面的步骤中，我们假定一个本地环境具有两台计算机：一台网关计算机和一台数据库服务器（SQL Server 数
据库），为了此示例，我们还假定以下设置和名称：

网关计算机名：PBIEgwTestGW
网关服务帐户：PBIEgwTest\GatewaySvc（帐户显示名：网关连接器）
SQL Server 数据源计算机名：PBIEgwTestSQL
SQL Server 数据源服务帐户：PBIEgwTest\SQLService

给定这些示例名和设置，配置步骤如下：

1. 通过域管理员权限，启动“Active Directory用户和计算机”。

2. 右键单击网关服务帐户 (PBIEgwTest\GatewaySvc)，然后选择“属性”。

3. 选择“委派委派”选项卡。

4. 选择“仅信任此计算机来委派指定的服务”。

5. 选择“使用任何身份验证协议”。

6. 在“可以由此帐户提供委派凭据的服务:”下选择“添加”。

7. 在新对话框中，选择“用户或计算机”。

8. 输入 SQL Server 数据库服务 (PBIEgwTest\SQLService) 的服务帐户，然后选择“确定”。

9. 选择你为数据库服务器创建的 SPN。 在我们的示例中，SPN 将以 MSSQLSvc 开头。 如果你为数据库服务
添加了 FQDN 和 NetBIOS SPN，请同时选择两者。 你可能只会看到其中一个。

10. 选择确定确定。 现在，列表中应该会显示 SPN。

11. 或者，你可以选择“已展开”以在以下位置同时显示 FQDN 和 NetBIOS SPN

12. 如果你选中了“已展开”，则对话框将如下所示。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psssql/2010/06/23/my-kerberos-checklist/


13. 选择确定确定。

最后，在运行网关服务（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PBIEgwTestGW）的计算机上，必须为网关服务帐户授予本地策
略“身份验证后模拟客户端”。 可以使用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gpedit) 执行/验证此操作。

14. 在网关计算机上运行：gpedit.msc

15. 导航到“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如下
图所示。

16. 从“用户权限分配”下的策略列表中，选择“身份验证后模拟客户端”。

右键单击并打开“身份验证后模拟客户端”的“属性”，并检查帐户列表。 其中必须包括网关服务帐户
(PBIEgwTest\GatewaySvc)。

17. 从“用户权限分配”下的策略列表中，选择“以操作系统方式执行”(SeTcbPrivilege)。 确保网关服务帐户也包
括在帐户列表中。

18. 重启“本地数据网关”服务进程。



运行 Power BI 报表

将网关切换到域帐户

完成本文前述的所有配置步骤后，可以使用 Power BI 中的“管理网关”页配置数据源，并在其“高级设置”下启用
SSO，然后发布绑定到该数据源的报表和数据集。

此配置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 但是，使用 Kerberos 时，根据你的环境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如果报表仍无法加
载，则需要联系你的域管理员进一步调查。

在本文前面部分，我们讨论了使用本地数据网关用户界面将网关从本地服务帐户切换为域帐户进行运行。 以下是
执行此操作必需的步骤。

1. 启动“本地数据网关”配置工具。

2. 选择主页上的“登录”按钮，然后使用你的 Power BI 帐户登录。

3. 登录完成后，选择“服务设置”选项卡。

4. 单击“更改帐户”以开始指导说明，如下图所示。



后续步骤

有关“本地数据网关”和 DirectQuery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中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DirectQuery 和 SAP BW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为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代理设置
2018/8/14 • • Edit Online

你的网络是否使用代理？

配置文件位置和默认配置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enterprisegatewayconfigurator.exe.config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Microsoft.PowerBI.EnterpriseGateway.exe.config

配置代理设置

<system.net>
    <defaultProxy useDefaultCredentials="true" />
</system.net>

你的工作环境可能要求你通过代理访问 Internet。 这会阻止本地数据网关连接到该服务。

superuser.com 上的以下文章讨论了尝试确定网络上有无代理的可行方法。

如何确定我正在使用的代理服务器？(SuperUser.com)

在 .NET 配置文件中配置代理信息。 位置和文件名将因所用网关而异。

本地数据网关涉及两个主要配置文件。

配置配置

第一个用于实际配置网关的配置屏幕。 如果你在配置网关时遇到问题，可查看此文件。

Windows 服服务务

第二个用于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并处理请求的实际 Windows 服务。

默认代理配置如下。

默认配置适用于 Windows 身份验证。 如果你的代理服务器使用另一种形式的身份验证，则你将需要更改设
置。 如果你不确定，则应与你的网络管理员联系。 不建议执行基本代理身份验证，如果尝试执行，可能会导致
代理身份验证错误出现，进而导致错误配置网关。 若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更强大的代理身份验证机制。

除使用默认凭据外，还可以添加 元素以更详细地定义代理服务器设置。 例如，可以通过将 bypassonlocal 参数
设为 false，指定本地数据网关应始终使用代理，即使对于本地资源也是如此。 如果想在代理日志文件中跟踪来
自本地数据网关的所有 https 请求，这样做有助于进行故障排除。 下面的示例配置指定所有请求都必须通过 IP
地址为 192.168.1.10 的特定代理。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proxy.md
https://superuser.com/questions/346372/how-do-i-know-what-proxy-server-im-using


          

<system.net>
    <defaultProxy useDefaultCredentials="true">
        <proxy  
            autoDetect="false"  
            proxyaddress="http://192.168.1.10:3128"  
            bypassonlocal="false"  
            usesystemdefault="true"
        />  
    </defaultProxy>
</system.net>

将网关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

NOTENOTE

更改本地数据网关服更改本地数据网关服务帐户务帐户

NOTENOTE

后续步骤

若要了解有关 .NET 配置文件代理元素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defaultProxy 元素（网络设置）。

当配置代理设置以使用默认凭据时，如上文所述，你可能会遇到关于代理的身份验证问题。 这是因为默认服务
帐户是服务 S ID，而不是经过身份验证的域用户。 你可以更改网关的服务帐户，以允许对代理进行正确的身份
验证。

建议使用托管的服务帐户以避免重置密码。 了解如何通过 Active Directory 创建托管服务帐户。

 net stop PBIEgwService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1. 更改“本地数据网关服务”的 Windows 服务帐户。

此服务的默认帐户是 NT SERVICE\PBIEgwService。 你会想要在 Active Directory 域内将其更改为域用
户帐户。 或者，你会想要使用托管服务帐户以避免更改密码。

你会想要在 Windows 服务属性中的“登录”选项卡上更改帐户。

2. 重启“本地数据网关服务”。

从管理员命令提示符中，发出以下命令。

3. 启动“本地数据网关配置器”。 可选择 Windows“开始”按钮，然后搜索“本地数据网关”。

4. 登录到 Power BI。

5. 使用恢复密钥还原网关。

这将使新的服务帐户能够解密存储的数据源凭据。

如果直接使用服务控制面板更改服务帐户，它不会自动更新 ACL。 必须确保新服务帐户有权访问安装文件和文件夹。 “网
关安装”文件夹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下。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型） 防火墙信息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kd3cf2ex.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d548356.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本地数据网关的高可用性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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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关的高可用性群集

管理网关群集

跨群集中的所有网关分布请求流量

可以创建“本地数据网关”安装项目的“高可用性群集”，确保组织能够访问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中使用的本地数据
资源。 网关管理员可通过此类群集将网关分组，以避免访问本地数据资源时出现单一故障点。 Power BI 服务始终使
用群集中的主网关，除非该网关不可用。 在这种情况下，该服务将切换到群集中的下一个网关，依次类推。

本文介绍创建本地数据网关的高可用性群集时可以执行的步骤，并分享有关设置此类群集的最佳做法。 高可用性网
关群集要求对本地数据网关应用 2017 年 11 月更新或更高版本。

在安装“本地数据网关”过程中，可以指定是否要将该网关添加到现有网关群集。

若要将网关添加到现有群集，必须提供新网关要加入的群集的主网关实例的恢复密钥。 群集的主网关必须运行
2017 年 11 月网关更新或更高版本。

在某个网关群集中包含两个或更多个网关后，所有网关管理操作（例如添加数据源或授予对网关的管理权限）都将应

用到该群集所属的所有网关。

当管理员使用“Power BI 服务”中齿轮图标下面的“管理网关”菜单项时，会看到已注册群集或各个网关的列表，但看
不到属于群集的单个网关实例。

所有新的“计划刷新”请求和 DirectQuery 操作都将自动路由到给定网关群集的主实例。 如果主网关实例不处于联机
状态，则请求将路由到群集中的另一个网关实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high-availability-clusters.md


网关群集的 PowerShell 支持

命令命令 说说明明 参数参数

可以选择允许跨群集中的所有网关分布流量。 在“Power BI 服务”的“管理网关”页中，单击左侧导航树上的列表中的
网关群集时，可启动选项“跨此群集中的所有活动网关分布请求”。

本地数据网关安装文件夹中提供了 PowerShell 脚本。 该文件夹默认为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若要正常运行这些脚本，必须使用 PowerShell 5 或更高版本。 PowerShell 脚本可让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检索用户可用的网关群集列表

检索群集中注册的网关实例的列表及其联机或脱机状态

修改群集中网关实例的启用/禁用状态以及其他网关属性
删除网关

若要运行表中的 PowerShell 命令，首先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Set-ExecutionPolicy -ExecutionPolicy Unrestricted -Force

Import-Module .\OnPremisesDataGatewayHAMgmt.psm1

1.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PowerShell 命令窗口

2. 然后运行以下一次性 PowerShell 命令（假设从未在当前计算机上运行过 PowerShell 命令）：

3. 接下来，在 PowerShell 窗口中导航到本地数据网关安装文件夹，并使用以下命令导入所需的模块：

完成这些步骤后，可以使用下表中的命令来管理网关群集。



Login-OnPremisesDataGateway 此命令可让用户登录，以管理其本地数

据网关群集。 只有运行此命令并登录之
后，才可正常运行其他高可用性命令。 注
意：在调用 Login 过程中获取的 AAD 身
份验证令牌的有效期只有 1 个小时，之
后将会失效。 可以重新运行 Login 命令
获取新令牌。

AAD 用户名和密码（在执行命令而不是
初始调用过程中提供）

Get-OnPremisesDataGatewayClusters 检索已登录用户的网关群集列表。 （可选）可将格式设置参数传递给此命令

以便于阅读，例如：Format-Table -
AutoSize -Wrap

Get-OnPremisesDataClusterGateways 检索指定群集中的网关列表，以及每个

网关的其他信息（联机/脱机状态、计算机
名称，等等）

-ClusterObjectID xyz（其中，xyz 需替换
为实际群集对象 ID 值，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GatewayClusters 命令
检索该值）

Set-OnPremisesDataGateway 用于设置群集中给定网关的属性值，包

括启用/禁用特定的网关实例
-ClusterObjectID xyz（xyz 应替换为实际
群集对象 ID 值，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GatewayClusters 命令
检索该值）-GatewayObjectID abc（abc
应替换为实际网关对象 ID 值，在指定了
群集对象 ID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ClusterGateways 命令
检索该值）

Get-OnPremisesDataGatewayStatus 用于检索群集中给定网关实例的状态 -ClusterObjectID xyz（xyz 应替换为实际
群集对象 ID 值，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GatewayClusters 命令
检索该值）-GatewayObjectID abc（abc
应替换为实际网关对象 ID 值，在指定了
群集对象 ID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ClusterGateways 命令
检索该值）

Remove-OnPremisesDataGateway 用于从群集中删除网关实例 - 请注意，
只有在删除群集中的其他所有网关之

后，才能删除群集中的主网关。

-ClusterObjectID xyz（xyz 应替换为实际
群集对象 ID 值，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GatewayClusters 命令
检索该值）-GatewayObjectID abc（abc
应替换为实际网关对象 ID 值，在指定了
群集对象 ID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Get-
OnPremisesDataClusterGateways 命令
检索该值）

命令命令 说说明明 参数参数

后续步骤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为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代理设置

使用 Kerberos 进行从 Power BI 到本地数据源的 SSO（单一登录）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本地数据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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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Analysis Services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实时连接限制接限制

服服务务器版本器版本 所需的所需的  SKU

2012 SP1 CU4 或更高版本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4 商业智能和企业版 SKU

2016 标准 SKU 或更高版本

本地数据网关的作用好似一架桥，提供本地数据（不在云中的数据）与 Power BI、Microsoft Flow、逻辑
应用以及 PowerApps 服务之间快速且安全的数据传输。

你可以同时将单个网关与不同的服务一起使用。 如果使用的是 Power BI 和 PowerApps，可以对它们使
用同一个网关。 它依赖于你登录的帐户。

本地数据网关在所有模式下实现数据压缩和传输加密。

最低要求：最低要求：

.NET 4.6 Framework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7 / Windows Server 2008 R2（或更高版本）

推荐：推荐：

8 核 CPU
8 GB 内存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2012 R2（或更高版本）

相关注意事相关注意事项项：：

网关不能在域控制器上安装

如果打算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请确保在属于数据源所在 Active Directory 环境的计算机上安装
网关。

不能在计算机上（如便携式计算机）安装网关，否则可能会关闭、进入休眠或无法连接到 Internet，因
为网关无法在任何的此类环境下运行。 此外，网关性能可能会在无线网络中受损。
Analysis Services 不需要使用网关。 可以使用网关连接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

你可以使用针对表格或多维实例的实时连接。

不支持单元格级别格式和转译功能。

操作和命名集不会公开到 Power BI，但你仍然可以连接到包含操作或命名集的多维数据集，并创建
视觉对象和报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md


可用数据源类型的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是 是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是 是

文件 否 是

文件夹 否 是

IBM DB2 否 是

IBM Informix 数据库 否 是

IBM Netezza 是 是

Impala 是 是

MySQL 否 是

OData 否 是

ODBC 否 是

Oledb 否 是

Oracle 是 是

PostgresSQL 否 是

SAP BW 是 是

SAP HANA 是 是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否 是

Snowflake 是 是

SQL Server 是 是

Sybase 否 是

Teradata 是 是

Web 否 是

下载并安装本地数据网关

若要下载网关，请选择“下载”菜单下的“数据网关”。 下载本地数据网关。

请注意：通过重新安装网关来更新本地数据网关，如本部分中所述。 更新网关（通过重新安装）时，会保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0925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

NOTENOTE

留现有的网关设置。

在计算机上安装和运行数据网关。 最好可以在持续运行的计算机上安装网关。

只有 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才支持该网关。

对于 Power BI，首先你需要选择网关的模式。

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  在此模式中，多个用户可以共享和重复使用网关。 Power BI、PowerApps、Flow 或
逻辑应用可以使用此网关。 对于 Power BI，这包括支持计划刷新和 DirectQuery
个人：个人：  此模式仅适用于 Power BI，可以作为无需任何管理员配置的个人身份使用。 仅可用于按需刷
新和计划刷新。 选择此模式后，便会开始安装个人网关。

无论安装上述哪一种模式的网关，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两个网关都需要 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
网关不能安装在域控制器上

同一台计算机上最多可以安装两个本地数据网关，分别在两个模式（个人和标准）下运行。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不能有多个网关在相同模式下运行。

可以在不同计算机上安装多个本地数据网关，并通过同一 Power BI 网关管理界面管理所有这些网关
（个人网关除外，见下一注意点）

只能为每个 Power BI 用户运行一个个人模式网关。 如果为同一用户安装另一个人模式网关，即使是
在其他计算机上，最新安装也会替换现有旧安装。



以下是安装网关之前需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如果要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但是笔记本电脑已关闭，没有连接到 Internet，或处于休眠状态，网关
将不起作用，云服务中的数据将不会与本地数据同步。

如果计算机已连接到无线网络，网关运行可能较慢，这会导致云服务中的数据与本地数据同步需要

更长的时间。

安装网关后，需要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登录后，必须选择配置新的网关，或迁移、还原或接管现有网关。



配置新网关

NOTENOTE

1. 输入网关“名称”
2. 输入“恢复密钥”。 此恢复密钥至少应为 8 个字符。
3. 选择“配置配置”。

如果你需要迁移、还原或接管网关，则需要恢复密钥。 请确保将此密钥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迁移、迁移、还还原或接管原或接管现现有网关有网关

连连接本地数据网关接本地数据网关

在个人模式下安装网关

NOTENOTE

你需要选择想要恢复的网关，并提供用于首次创建网关的恢复密钥。

配置网关后，可使用它来连接到本地数据源。

如果是 Power BI 网关，则需要将你的数据源添加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网关内。 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区域中完
成此操作。 可以参阅与管理数据源相关的文章，了解详细信息。

对于 PowerApps，则需要为受支持数据源的定义连接选择网关。 对于 Flow 和逻辑应用，可在进行本地
连接时使用此网关。

网关的个人版本仅适用于 Power BI。

安装个人网关后，你将需要启动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配置向配置向导导。

然后你需要登录到 Power BI 以使用云服务注册网关。



          

在云中存储加密凭据

登录帐户

Windows 服务帐户

NOTENOTE

端口

你还需要提供 Windows 服务运行需要的 Windows 用户名和密码。 你可以自己指定一个不同的
Windows 帐户。 网关服务将使用此帐户运行。

安装完成后，将需要转到 Power BI 中的数据集并确保已为本地数据源输入了凭据。

                    

将数据源添加到网关时，需要为该数据源提供凭据。 将使用这些凭据运行对数据源的所有查询。 云中存
储凭据之前，使用非对称加密安全地加密凭据，以阻止在云中对其进行解密。 将凭据发送到运行网关的
计算机，以便在访问数据源时对其进行本机解密。

用户将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这是你的组织帐户。 如果你注册了 Office 365 产品/服务，但没有提
供实际的工作电子邮件，则可能类似于 nancy@contoso.onmicrosoft.com。 你在云服务中的帐户存储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中的租户内。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 AAD 帐户的 UPN 将与电子邮件地
址匹配。

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为使用 NT SERVICE\PBIEgwService 作为 Windows 服务登录凭据。 默认情况下，它
有权作为服务登录。 这位于正在安装网关的计算机的上下文中。

如果选择了个人模式，则需单独配置 Windows 服务帐户。

这不是用于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帐户。 也不是登录到云服务的工作或学校帐户。

如果你由于身份验证遇到有关代理服务器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将 Windows 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或托
管服务帐户。 可以在代理配置 中了解如何更改帐户。

网关将创建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出站连接。 它可在以下出站端口上进行通信：TCP 443（默认）、5671、
5672、9350 至 9354。 网关不需要入站端口。 了解详细信息

建议你将防火墙中数据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白名单。 可以下载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 此列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bus-fundamentals-hybrid-solu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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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域名 出站端口出站端口 说说明明

*.download.microsoft.com 80 用于下载安装程序的 HTTP。

*.powerbi.com 443 HTTPS

*.analysis.windows.net 443 HTTPS

*.login.windows.net 443 HTTPS

*.servicebus.windows.net 5671-5672 高级消息队列协议 (AMQP)

*.servicebus.windows.net 443, 9350-9354 基于 TCP 的服务总线中继侦听程序
（要求使用端口 443 来获取访问控
制令牌）

*.frontend.clouddatahub.net 443 HTTPS

*.core.windows.net 443 HTTPS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443 HTTPS

*.msftncsi.com 443 当 Power BI 服务无法访问网关时，
用于测试 Internet 连接。

*.microsoftonline-p.com 443 用于根据配置进行身份验证。

NOTENOTE

强制 HTTPS 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setting name="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serializeAs="String">
    <value>Https</value>
</setting>

表每周更新。 网关使用 IP 地址以及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与 Azure 服务总线进行通信。 如果使用
HTTPS 强制网关进行通信，则网关将仅使用 FQDN，如果使用 IP 地址则不会进行通信。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中的 IP 地址以 CIDR 表示法列出。 例如，10.0.0.0/24 并不意味着 10.0.0.0 至 10.0.0.24。
了解有关 CIDR 表示法的详细信息。

下面是网关使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的列表。

访问 visualstudio.com 或 visualstudioonline.com 的流量用于应用见解，而非网关作业所需。

可以使用 HTTPS 替代直接 TCP，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这可能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若要
执行此操作，请通过将值从 AutoDetect  更改为 Https  来修改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如紧接本段后面的代码片段
中所示。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

http://whatismyipaddress.com/cidr


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参数的值区分大小写。 有效值为 AutoDetect 和 Https。

或者，从 2017 年 3 月版本开始，用户可以使用网关用户界面来强制网关采用此行为。 在网关用户界面
中，选择“网络”，然后将“Azure 服务总线连接模式”切换至“启用”。

更改后，在选择“应用”（该按钮仅在做出更改时出现）后，网关 Windows 服务 将自动重启，从而使更改生
效。

可以通过选择“服务设置”，然后选择“立即重启”从用户界面对话框中重启网关 Windows 服务 以供将来
参考之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gateways-march-update/


对 TLS 1.1/1.2 的支持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
ord:00000001

NOTENOTE

如何重启网关

自 2017 年 8 月更新起，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1.1 或 1.2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通
信。 以前版本的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 TLS 1.0。 2018 年 3 月 15 日，将不再支持 TLS 1.0，包括使用
TLS 1.0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的网关功能。因此，届时必须将本地数据网关安装升级到 2017 年 8
月版或更高版本，才能确保网关可以继续正常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TLS 1.0 在 11 月 1 日之前仍受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并由网关用作回退机制。 要确保所有
网关流量使用 TLS 1.1 或 1.2（并防止在网关上使用 TLS 1.0），必须在运行网关服务的计算机上添加或修
改以下注册表项：

添加或修改这些注册表项会将更改应用于所有 .NET 应用程序。 有关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 TLS 的注册表更改的信
息，请参阅传输层安全性 (TLS) 注册表设置。

网关作为一项 Windows 服务运行。 像任何 Windows 服务一样，你可以启动和停止它。 有多种方法可

https://docs.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security/tls/tls-registry-settings


    网关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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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和注意事项

租户级别管理

以执行此操作。 下面是你可以如何从命令提示符执行此操作。

1. 在运行网关的计算机上，启动管理员命令提示符。

2.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服务。

net stop PBIEgwService

3.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服务。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当用户与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元素交互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于 Power BI，需要配置网关的数据源。

1. 云服务将创建查询以及本地数据源的加密凭据，并将其发送到队列中以让网关进行处理。
2. 网关云服务将分析该查询，并将请求推送到 Azure 服务总线。
3. 本地数据网关将为挂起的请求轮询 Azure 服务总线。
4. 网关获取查询、解密凭据并使用这些凭据连接到数据源。
5. 网关将查询发送到数据源执行。
6. 执行的结果从数据源发出，返回到网关，然后到云服务上。 然后，服务将使用该结果。

暂不支持 Azure 信息保护
暂不支持 Access Online

目前没有一个集中位置供租户管理员在其中管理其他用户已安装并配置的所有网关。 如果你是租户管理
员，建议你请求组织中的用户将你添加为他们所安装的每个网关的管理员。 这样你便可以通过“网关设
置”页或通过 PowerShell 命令管理组织中的所有网关。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microsoft-365/enterprise/protect-files-with-aip
https://products.office.com/en-us/acces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gateway-high-availability-clusters#powershell-support-for-gateway-clusters


启用出站 Azure 连接

NOTENOTE

故障排除

后续步骤

本地数据网关依赖 Azure 服务总线提供云连接，并相应地建立到其关联 Azure 区域的出站连接。 默认
情况下，这是你的 Power BI 租户的位置。 查看我的 Power BI 租户位于何处？ 如果防火墙阻止出站连
接，则必须配置防火墙，使其允许从本地数据网关到其关联 Azure 区域的出站连接。 请参阅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范围详细了解每个 Azure 数据中心 IP 地址范围。

IP 地址范围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因此请确保定期下载最新信息。

如果在安装和配置网关时遇到问题，请务必参阅本地数据网关疑难解答。 如果你认为你的防火墙有问
题，请参阅故障排除文章中的防火墙或代理部分。

如果你认为网关遇到代理问题，请参阅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服务器设置。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 新版本的个人网关 为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代理设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powerbi-admin-where-is-my-tenant-located/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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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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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用户可以访问本地数据（他们已经具有该数据的访问授权），但在这些用户可以连接到本地数据源之前，

需要安装和配置本地数据网关。 该网关便于云中的用户与你的本地数据源相互进行快速安全的后台通信，然后
返回到云。

安装和配置网关通常由管理员完成。 它可能要求具备本地服务器的专门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服务器管
理员权限。

本文不提供有关如何安装和配置网关的分步指导。 为此，请务必参阅本地数据网关。 本文旨在让你深入了解网关
的工作原理。 我们还将深入了解有关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和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用户名和安全性的详细信
息，以及该云服务如何使用用户登录时所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网关和 Active Directory 来安全地连接到你的本地
数据并进行查询。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当用户与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元素交互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于 Power BI，需要配置网关的数据源。

1. 云服务将创建查询以及本地数据源的加密凭据，并将其发送到队列中以让网关进行处理。
2. 网关云服务将分析该查询，并将请求推送到 Azure 服务总线。
3. 本地数据网关将为挂起的请求轮询 Azure 服务总线。
4. 网关获取查询、解密凭据并使用这些凭据连接到数据源。
5. 网关将查询发送到数据源执行。
6. 执行的结果从数据源发出，返回到网关，然后到云服务上。 然后，服务将使用该结果。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indepth.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可用数据源类型的列表

数据源数据源 实时实时 /DIRECTQUERY 用用户户配置的手配置的手动动或或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 是 是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 是 是

文件 否 是

文件夹 否 是

IBM DB2 否 是

IBM Informix 数据库 否 是

IBM Netezza 是 是

Impala 是 是

MySQL 否 是

OData 否 是

ODBC 否 是

Oledb 否 是

Oracle 是 是

PostgresSQL 否 是

SAP BW 是 是

SAP HANA 是 是

SharePoint 列表（本地） 否 是

Snowflake 是 是

SQL Server 是 是

Sybase 否 是

Teradata 是 是

Web 否 是

登录帐户

用户将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这是你的组织帐户。 如果你注册了 Office 365 产品/服务，但没有提供实际的
工作电子邮件，则可能类似于 nancy@contoso.onmicrosoft.com。 你在云服务中的帐户存储于 Azure Active



向本地数据源进行身份验证

向实时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进行身份验证

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行级别安全性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如何？

如何辨别我的 UPN？

Directory (AAD) 中的租户内。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 AAD 帐户的 UPN 将与电子邮件地址匹配。

存储的凭据将用于从网关连接到本地数据源（Analysis Services 除外）。 无论是哪个用户，该网关都使用存储的凭
据进行连接。

每次用户与 Analysis Services 交互时，有效用户名将传递到网关，然后传递到你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
器。 我们会将你用于登录云的用户主体名称 (UPN)（通常为电子邮件地址）作为有效用户传递到 Analysis
Services。 UPN 将在连接属性 EffectiveUserName 中传递。 此电子邮件地址应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域内定义
的 UPN 匹配。 UPN 是 Active Directory 帐户的属性。 该 Windows 帐户还需位于 Analysis Services 角色中，以
便能够访问服务器。 如果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找不到匹配项，则登录不会成功。

Analysis Services 还可以基于此帐户提供筛选。 筛选可能伴随基于角色的安全性或行级别安全性出现。

模型提供了基于用户角色的安全性。 在 SQL Server Data Tools – Business Intelligence (SSDT-BI) 中创作期间，
或在部署模型之后，通过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为特定模型项目定义角色。 角色包含按
Windows 用户名或按 Windows 组的成员。 角色定义了用户进行查询或对模型执行操作所具有的权限。 大多数
用户将属于具有读取权限的角色。 其他角色用于具有处理项目、管理数据库功能和管理其他角色的权限的管理
员。

行级别安全性特指 Analysis Services 行级别安全性。 模型可以提供动态的行级别安全性。 不像在用户所属的角
色中至少具有一个角色，任何表格模型都不需要动态安全性。 在较高级别，动态安全定义了用户对数据以至特定
表中的特定行的读取访问权限。 类似于角色，动态行级别安全性依赖于用户的 Windows 用户名。

用户是否能够查询和查看模型数据首先取决于 Windows 用户帐户所属的角色，其次取决于动态行级别安全性
（如已配置）。

在模型中实现角色和动态行级别安全性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你可以在 MSDN 上的角色（SSAS 表格）和安全
角色（Analysis Services - 多维数据）了解详细信息。 若要特别深入地了解表格模型的安全性，请下载并阅读保护
表格 BI 语义模型白皮书。

Microsoft 云服务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来处理对用户的身份验证。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是包含用户名
和安全组的租户。 通常情况下，用户登录时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与帐户的 UPN 相同。

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的角色是什么？

为了使 Analysis Services 能够确定连接到它的用户是否属于具有数据读取权限的角色，服务器需要转换从 AAD
传递到网关，然后传递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的有效用户名。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向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域控制器 (DC) 传递有效用户名。 接着，Active Directory DC 在本地帐户上确认有效用户名是有效
UPN，并将该用户的 Windows 用户名返回到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

不能在未加入域的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上使用 EffectiveUserName。 为避免发生登录错误，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必须加入域。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 UPN 是什么，而且你有可能不是域管理员。 你可以从工作站使用以下命令找出你的帐户的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hh21316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ms174840.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jj127437.aspx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active-directory-whatis/


whoami /upn

映射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的用户名

将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同步

NOTENOTE

现在，这就网关起作用的地方

接下来该怎么做？

UPN。

结果将类似于电子邮件地址，但是这是位于本地域帐户上的 UPN。 如果你将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用于实时
连接，它必须与从网关传递到 EffectiveUserName 的用户名匹配。

Power BI 允许映射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的用户名。 你可以配置规则，以便将登录 Power BI 时使用的用户名
映射到为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上的 EffectiveUserName 传递的名称。 当 AAD 中的用户名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UPN 不匹配时，映射用户名功能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好方法。 例如，如果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nancy@contoso.onmicrsoft.com，你可以将其映射到 nancy@contoso.com，并且该值将被传递到网关。 你可以了
解有关如何映射用户名的详细信息。

如果打算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帐户就要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匹配。 因
为帐户之间的 UPN 必须匹配。

云服务只知道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帐户。 不管你是在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中添加了一个帐户，还是该帐
户在 AAD 中不存在或者无法使用，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将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帐户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匹配。

1. 可以将帐户手动添加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

可以在 Azure 门户或 Office 365 管理门户中创建一个帐户，帐户名称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帐户的
UPN 匹配。

2. 你可以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工具将本地帐户同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

Azure AD Connect 工具提供有关目录同步和设置身份验证的选项，包括密码哈希同步、传递身份验证和
联合身份验证。 如果你不是租户管理员或本地域管理员，则需要联系 IT 管理员对其进行配置。

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可确保 AAD 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之间的 UPN 匹配。

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工具同步帐户时，将在你的 AAD 租户内创建新帐户。

网关充当云和本地服务器之间的桥梁。 Azure 服务总线可保护云和网关之间的数据传输。 服务总线通过网关上
的出站连接在云和本地服务器之间创建一条安全通道。 你不需要在本地防火墙上打开任何入站连接。

如果有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你需要在加入到与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位于同一个林/域的计算机上安装
网关。

网关离服务器越近，连接速度就越快。 如果可以在数据源所在的同一服务器上获取网关，最好避免网关和服务器
之间的网络延迟。

安装网关后，需要为该网关创建数据源。 可以在“管理网关管理网关”屏幕中添加数据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管理数
据源相关的文章。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这时事情可能会出错

登录帐户

Windows 服务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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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NOTENOTE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有时，安装网关会失败。 或者，也许网关似乎已正常安装，但该服务仍无法使用它。 在许多情况下，是很简单的
原因，如网关用于登录到数据源的凭据的密码。

在其他情况下，用户登录所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类型可能有问题或者 Analysis Services 不能解析有效用户名。
如果你的多个域彼此之间存在信任关系，并且网关在一个域，而 Analysis Services 在另一个域，这有时就会导致
一些问题。

我们没有在这里详细讨论如何解决网关问题，而是将一系列疑难解答步骤放到另一篇文章中，即本地数据网关疑

难解答。 但愿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出现问题，了解所有这些的工作原理和学习故障排除文章都应有所帮助。

用户将使用工作或学校帐户登录。 这是你的组织帐户。 如果你注册了 Office 365 产品/服务，但没有提供实际的
工作电子邮件，则可能类似于 nancy@contoso.onmicrosoft.com。 你在云服务中的帐户存储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中的租户内。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 AAD 帐户的 UPN 将与电子邮件地址匹配。

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为使用 NT SERVICE\PBIEgwService 作为 Windows 服务登录凭据。 默认情况下，它有权作为
服务登录。 这位于正在安装网关的计算机的上下文中。

如果选择了个人模式，则需单独配置 Windows 服务帐户。

这不是用于连接到本地数据源的帐户。 也不是登录到云服务的工作或学校帐户。

如果你由于身份验证遇到有关代理服务器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将 Windows 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或托管服务帐
户。 可以在代理配置 中了解如何更改帐户。

网关将创建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出站连接。 它可在以下出站端口上进行通信：TCP 443（默认）、5671、5672、
9350 至 9354。 网关不需要入站端口。 了解详细信息

建议你将防火墙中数据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白名单。 可以下载 Microsoft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 此列表每周更
新。 网关使用 IP 地址以及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与 Azure 服务总线进行通信。 如果使用 HTTPS 强制网关进
行通信，则网关将仅使用 FQDN，如果使用 IP 地址则不会进行通信。

Azure 数据中心 IP 列表中的 IP 地址以 CIDR 表示法列出。 例如，10.0.0.0/24 并不意味着 10.0.0.0 至 10.0.0.24。 了解有关
CIDR 表示法的详细信息。

下面是网关使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的列表。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bus-fundamentals-hybrid-solu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http://whatismyipaddress.com/cidr


域名域名 出站端口出站端口 说说明明

*.download.microsoft.com 80 用于下载安装程序的 HTTP。

*.powerbi.com 443 HTTPS

*.analysis.windows.net 443 HTTPS

*.login.windows.net 443 HTTPS

*.servicebus.windows.net 5671-5672 高级消息队列协议 (AMQP)

*.servicebus.windows.net 443, 9350-9354 基于 TCP 的服务总线中继侦听程序（要
求使用端口 443 来获取访问控制令牌）

*.frontend.clouddatahub.net 443 HTTPS

*.core.windows.net 443 HTTPS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443 HTTPS

*.msftncsi.com 443 当 Power BI 服务无法访问网关时，用于
测试 Internet 连接。

*.microsoftonline-p.com 443 用于根据配置进行身份验证。

NOTENOTE

强制 HTTPS 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setting name="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serializeAs="String">
    <value>Https</value>
</setting>

访问 visualstudio.com 或 visualstudioonline.com 的流量用于应用见解，而非网关作业所需。

可以使用 HTTPS 替代直接 TCP，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这可能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若要执行此操
作，请通过将值从 AutoDetect  更改为 Https  来修改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如紧接本段后面的代码片段中所示。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

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参数的值区分大小写。 有效值为 AutoDetect 和 Https。

或者，从 2017 年 3 月版本开始，用户可以使用网关用户界面来强制网关采用此行为。 在网关用户界面中，选
择“网络”，然后将“Azure 服务总线连接模式”切换至“启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power-bi-gateways-march-update/


更改后，在选择“应用”（该按钮仅在做出更改时出现）后，网关 Windows 服务 将自动重启，从而使更改生效。

可以通过选择“服务设置”，然后选择“立即重启”从用户界面对话框中重启网关 Windows 服务 以供将来参考之
用。



对 TLS 1.1/1.2 的支持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
001

NOTENOTE

如何重启网关

自 2017 年 8 月更新起，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1.1 或 1.2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通信。 以前版
本的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 TLS 1.0。 2018 年 3 月 15 日，将不再支持 TLS 1.0，包括使用 TLS 1.0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的网关功能。因此，届时必须将本地数据网关安装升级到 2017 年 8 月版或更高版本，才能确保网
关可以继续正常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TLS 1.0 在 11 月 1 日之前仍受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并由网关用作回退机制。 要确保所有网关流量
使用 TLS 1.1 或 1.2（并防止在网关上使用 TLS 1.0），必须在运行网关服务的计算机上添加或修改以下注册表项：

添加或修改这些注册表项会将更改应用于所有 .NET 应用程序。 有关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 TLS 的注册表更改的信息，请参
阅传输层安全性 (TLS) 注册表设置。

网关作为一项 Windows 服务运行。 像任何 Windows 服务一样，你可以启动和停止它。 有多种方法可以执行此
操作。 下面是你可以如何从命令提示符执行此操作。

1. 在运行网关的计算机上，启动管理员命令提示符。

https://docs.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security/tls/tls-registry-settings


后续步骤

2.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服务。

net stop PBIEgwService

3.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服务。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Azure 服务总线
Azure AD Connect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services/service-bus/
https://azure.microsoft.com/documentation/articles/active-directory-aadconnec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型）
2018/6/2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的功能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可以通过网关使用本地数据源以及创建 Power BI 报表和仪表板。 网关是一种软件，不仅有助于用户访问存储
在专用、本地网络的数据，还使用户能够使用联机服务（如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是最新发布的对 Power BI 网关的更新，它允许个人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网关并获取对本地数据的访问权限。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将替代之前支持的个人网关版本（称为“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以前的个人网关仅可在
2017 年 7 月 31 日之前可用。 请参阅以下部分，了解有关如何更新到新版本的信息。

随着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的发布，将提供一系列改进和功能。 以前版本的个人网关（名为“Power BI 网关 -
个人版”）在实现时存在一些限制。 与许多 Power BI 产品一样，我们了解了客户需求、诉求及其使用产品的方
式。 因此，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经过完全重新设计，现包括以下功能和改进：

可靠性提高 - 新版个人网关改进了代码和结构化软件，因而比以前的版本可靠性更高。
扩展性增强 - 发布其他功能时，可将其轻松添加到个人网关，从而改进结构化软件。
从 Power BI 服务中删除个人网关 - 在新版本中，用户现在可以删除 Power BI 服务内的个人网关。
配置和服务日志 - 在新版本中，用户仅需单击即可将配置和服务日志轻松导出到 .zip 文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personal-mode.md


从以前版本的个人网关从以前版本的个人网关进进行更新行更新

若要在未安装以前版本网关的情况下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请选择 Power BI 服务中的齿轮图标，然后
选择“数据网关”。

也可以从此位置下载网关。 可以按照安装步骤进行安装，由于安装过程允许安装任一网关版本（可与他人共享
的标准网关或个人模式），因此当系统提示你希望安装哪一种版本网关时，请确保选择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

式）。

如果已安装“Power BI 网关 - 个人版”网关，当在“Power BI 服务”中查看“设置”下的“数据集”时，系统将提示安装
新的增强版个人网关。

选择数据集并选择“网关连接”后，系统将通知有可用的新增强版个人网关。 执行此操作后，选择“立即安装”。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0925&clcid=0x409


NOTENOTE
如果正在以提升的进程运行以前版本的“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请确保同样以提升的方式启动新网关安装进程，
使数据集凭据自动更新。 否则将必须手动更新数据集凭据。

将执行更新过程，随后将显示安装已成功。 此时请勿关闭页面，因为还有最后一步。



确定已安装的个人网关版本确定已安装的个人网关版本

将快速合并用于个人网关

下面是最后一步。 新的个人网关安装后（最后的安装屏幕仍显示），请登录 Power BI 服务，等待显示网关处于联
机状态，如下图所示。

如果已在安装以前版本网关的同一台计算机上更新个人网关，凭据将自动更新，所有刷新活动都将在新网关上

进行。 如果以前版本网关安装在另一台计算机上，系统会提示你更新某些数据集上的凭据。 请注意上图窗口中
的数据集列表；此列表将显示可能需要更新凭据的数据集。 列出的每个数据集都是直接链接，只需单击即可轻
松更新凭据。

就是这样简单。 安装新网关后，计算机上不再需要已安装的以前版本网关，因此应将其卸载。 为此，可在计算
机上搜索“Power BI 网关 - 个人版”并将其卸载。

若要确定当前已安装的个人网关版本，可执行以下操作：

以前版本个人网关名为“Power BI 网关 - 个人版”并且在其安装对话框中使用 Power BI 图标。
新版个人网关名为“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并且使用网关图标（云形，底部有上下箭头）。

可以转到“添加/删除程序”，查看“Power BI 网关 - 个人版”是否出现在列表中，如果是，则说明安装的是以前版
本个人网关。

如果之前对以前版本网关使用了快速合并，则需要执行以下步骤重新启用快速合并，使其适用于本地数据网关

（个人模式）：

%localappdata%\Microsoft\On-premises data gateway (personal 
mode)\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1. 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打开以下文件：



限制和注意事项

常见问题解答 (FAQ)

```
<setting name="EnableFastCombine" serializeAs="String">```
<value>true</value>
</setting>
```

2. 在文件底部添加下列文本：

3. 完成后，该设置将在大约一分钟后生效。 若要检查设置是否有效，请尝试在 Power BI 服务中执行按需刷
新，确认快速合并是否正常工作。

使用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有几点注意事项，如以下列表所述。

如果使用 Windows Hello 或 PIN 登录 Windows，可能遇到以下错误：
你选择的用户帐户不符合应用程序的要求。请使用其他帐户。*
若要更正该错误，请选择“使用其他帐户”并再次登录。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目前不支持下列数据源：

ADO.NET
CurrentWorkbook
FTP
HDFS
SAP BusinessObjects
Spark

已规划 2017 日历年下半年对 Spark 的支持。

是否可以同时运行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和本地数据网关（以前称为“企业版网关”）？

回答：可以，使用新版本时二者可以同时运行。

是否可以将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作为服务运行？

回答：不能。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只能作为应用程序运行。 如果需要将网关作为服务并/或在管
理模式下运行，请考虑使用本地数据网关（以前称为“企业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多久更新一次？

回答：我们计划每月更新一次个人网关。

为什么要求我更新凭据？

回答：很多情况都会触发对凭据的请求。 安装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的计算机与已安装“Power BI -
个人版”网关的计算机不同是最常见的情况。 还可能是数据源问题、Power BI 未能执行测试连接，或
是出现超时或系统错误。 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更新凭据，方法是转到齿轮图标，依次选择“设置”、
“数据集”，找到有问题的数据集，然后单击“更新凭据”。

升级期间，以前版本个人网关会有多长时间处于脱机状态？

回答：将个人网关升级到新版本应该仅需几分钟。

如果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未迁移到新版个人网关，会出现什么状况？

回答：如果使用当前网关刷新报表，则刷新将停止。 设置新刷新计划的唯一方式是安装并配置新网
关。



后续步骤

我使用的是 R 脚本。 它受支持吗？

回答： 我们预计会很快添加对 R 脚本的支持。
为什么在 Power BI 服务中看不到更新网关的消息？

回答：很可能是因为你的一个或多个数据集中包含一个目前不受支持的数据源。

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通过本地数据网关使用自定义数据连接器
2018/8/20 • • Edit Online

下面是有关如何启用和使用此功能的指南

通过适用于 Power BI 的数据连接器，可以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或数据源中的数据并访问这些数据。 可以开发自定
义数据连接器并将其用于 Power BI Desktop 中。

若要了解有关如何开发适用于 Power BI 的自定义数据连接器的详细信息，请在此处查看相关文档。

如果在使用自定义数据连接器的 Power BI Desktop 中生成报表，可以使用本地数据网关刷新 Power BI 服务中的这
些报表。

如果安装本地数据网关 2018 年 7 月版本或更高版本，可在配置器中看到“连接器”选项卡，可通过其中包含的一个
选项选择要从其中加载自定义连接器的文件。 确保选取运行网关服务的用户可访问的文件夹（默认为“NT
SERVICE\PBIEgwService”）。 网关可自动加载位于该文件夹中的自定义连接器文件，你应可在数据连接器列表中看
到它们。

如果使用个人版本地数据网关，此时应能够将 Power BI 报表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并使用网关进行刷新。

对于企业版网关，仍需创建用于自定义连接器的数据源。 在 Power BI 服务的网关设置页中，在选择网关群集时应看
到一个新选项，用于允许对此群集使用自定义连接器。 请确保群集中的所有网关均为 2018 年 7 月更新版本或更高
版本，以便此选项可用。 现在选择该选项，以允许对此群集使用自定义连接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custom-connectors.md
http://aka.ms/dataconnectors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启用此选项后，现在将看到自定义连接器作为可在此网关群集下创建的可用数据源。 使用新的自定义连接器创建数
据源后，现在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中使用该自定义连接器刷新 Power BI 报表。

请确保所创建的文件夹可供后台网关服务访问。 通常情况下，无法访问用户的 Windows 文件夹或系统文件夹下



后续步骤

的文件夹。 如果文件夹不可访问，网关配置器将显示一条消息（这不适用于个人版网关）
若要配合使用自定义连接器和本地数据网关，需要在自定义连接器的代码中实现“TestConnection”部分。 如果将
自定义连接器用于 Power BI Desktop，则无需实现此要求。 可以将自定义连接器用于 Desktop，但不可因此将其
用于网关。 请参阅本文档了解如何实现 TestConnection 部分。
不支持使用 OAuth 身份验证的自定义连接器。
不支持使用直接查询的自定义连接器。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式）

为本地数据网关配置代理设置

使用 Kerberos 进行从 Power BI 到本地数据源的 SSO（单一登录）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ataConnectors/blob/master/docs/m-extensions.md#implementing-testconnection-for-gateway-support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除
2018/8/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更新到最新版本

常见问题

对对代理服代理服务务器的身份器的身份验证验证

你的代理服你的代理服务务器器仅仅支持端口支持端口  80  80 和和  443  443 通信通信

<setting name="ServiceBusSystemConnectivityModeString" serializeAs="String">
    <value>Https</value>
</setting>

安装

错误错误：无法将用：无法将用户户添加到添加到组组。。   (-2147463168 (-2147463168 PBIEgwService PBIEgwService Performance Log Users Performance Log Users ))

安装失安装失败败

本文介绍使用本地数据网关时的一些常见问题。

如果遇到下面未列出的问题，可以在下列位置中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对于 Power BI，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 PowerApps，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 Microsoft Flow，你可以使用社区网站，或者创建支持票证。
对于逻辑应用，你可以通过 Azure 门户提交支持票证。

网关版本过期后，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好的常规做法是确保所使用的是最新版本。 如果你已经一个月或
更长时间没有升级网关，可能需要考虑安装网关最新版本，并检查此问题是否会重现。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已帮助了许多处于 Internet 访问受限环境的客户。

代理可能需要对域用户帐户进行身份验证。 默认情况下，网关使用 Windows 服务登录用户的服务 S ID。
将登录用户更改为域用户可有助于完成此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网关服务帐户更改为域用户。

部分代理服务器将通信限制为仅端口 80 和 443。 默认情况下，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通信将发生在除 443
之外的端口上。

可以使用 HTTPS 替代直接 TCP，以强制网关与 Azure 服务总线通信。 需要修改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 将值从 AutoDetect  更改为 
Https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

如果尝试在域控制器上安装网关，你可能会收到此错误。 不支持在域控制器上部署。 你需要在不是域控制
器的计算机上部署网关。

如果安装计算机上的防病毒软件已过期，可能会遇到安装失败。 可以更新防病毒软件安装，或者仅在网关
安装期间禁用防病毒软件，完成后立即重新启用防病毒软件。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gateway-onprem-tshoot.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aka.ms/powerapps-community
https://powerapps.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746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7479


配置

如何重启网关如何重启网关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创创建网关。建网关。   请请重重试试

错误错误：未能更新网关：未能更新网关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请请重重试试

错误错误：：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报务报告本地网关无法告本地网关无法访问访问。。   请请重启网关，然后重重启网关，然后重试试

登登录录  Power BI  Power BI 时时出出现现的脚本的脚本错误错误

网关配置失网关配置失败败，出，出现现  null  null 引用异常引用异常

    Failed to update gateway details.  Please try again.
    Error updating gateway configuration.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CouldNotUpdateGatewayConfigurationException: 
Error updating gateway configuration. ----> System.ArgumentNullException: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serviceSection

由于网关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因此可通过多种方式启动和停止。 例如，可以在网关正在运行的计算
机上使用提升权限打开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以下命令之一：

若要停止服务，则运行该命令：

''' net stop PBIEgwService '''

若要启动服务，则运行该命令：

''' net start PBIEgwService '''

所有详细信息均可用，但对 Power BI 服务的调用返回了一个错误。 显示错误和一个活动 ID。 这可能是不
同的原因导致的。 你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志，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这也可能是由于代理配置问题导致的。 用户界面现在允许代理配置。 你可以了解有关进行代理服务器配
置更改的详细信息

从 Power BI 服务到网关收到了信息。 信息已传递到本地 Windows 服务，但它无法返回值。 或者，对称密
钥生成失败。 内部异常显示在“显示详细信息”下。 若要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
志。

配置结束时，将再次调用 Power BI 服务以验证网关。 Power BI 服务没有将网关报告为动态。 重启
Windows 服务可能会使通信成功。 你可以收集并查看以下所述的日志，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在执行本地数据网关配置期间登录 Power BI 可能会收到脚本错误。 安装以下安全更新应可解决该问题。
这可以通过 Windows 更新进行安装。

MS16-051：Internet Explorer 的安全更新：2016 年 5 月 10 日 (KB 3154070)

你可能会遇到以下类似错误。

这包括堆栈跟踪，并且该堆栈跟踪可能包括以下消息。

如果你正从旧网关中升级，我们会保存配置文件。 可能存在缺失的部分。 当网关尝试读取它时，我们可获
取上述 null 引用异常。

要纠正这一错误，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卸载网关。

2. 删除以下文件夹。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154070


对对  TLS 1.1/1.2  TLS 1.1/1.2 的支持的支持

NOTENO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SchUseStrongCrypto"=dword
:00000001

NOTENOTE

数据源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无效的无效的连连接凭据接凭据””

Login failed for user 'username'.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无法无法连连接到数据接到数据库库””

Cannot open database "AdventureWorks" requested by the login. The login failed. Login failed for user 
'username'.

错误错误：无法：无法连连接。接。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数据网关中的未知数据网关中的未知错误错误””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3. 重新安装网关。

4. 酌情应用恢复密钥以还原现有网关。

自 2017 年 8 月更新起，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1.1 或 1.2 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通信。
以前版本的本地数据网关默认使用 TLS 1.0。 必须将本地数据网关安装升级到 2017 年 8 月版本或更新版
本，以确保网关继续运行。

对 TLS 1.0 的支持已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TLS 1.0 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之前仍受本地数据网关支持，并由网关用作回退机制。 要确
保所有网关流量使用 TLS 1.1 或 1.2（并防止在网关上使用 TLS 1.0），必须在运行网关服务的计算机上添加
或修改以下注册表项：

添加或修改这些注册表项会将更改应用于所有 .NET 应用程序。 有关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 TLS 的注册表更改的信息，
请参阅传输层安全性 (TLS) 注册表设置。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显示从数据源收到的错误消息。 对于 SQL Server，可看到如下所示的内容。

验证你具有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另外，验证这些凭据是否可以成功地连接到数据源。 请确保所使用的帐
户与身份身份验证验证方法方法匹配。

我们可以连接到服务器，但不能连接所提供的数据库。 验证该数据库的名称以及该用户凭据有适当的权限
来访问该数据库。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显示从数据源收到的错误消息。 对于 SQL Server，可看到如下所示的内容。

此错误可能会由于不同的原因发生。 请务必验证你可以从承载网关的计算机连接到数据源。 这可能是不

https://docs.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security/tls/tls-registry-settings


错误错误：我：我们们在在尝试连尝试连接到接到时时遇到遇到错误错误。。   详细详细信息：信息：““我我们们已已连连接到数据网关，但此网关无法接到数据网关，但此网关无法访问访问本地数据本地数据

源。源。””

The 'CONTOSO\account' value of the 'EffectiveUserName' XML for Analysis property is not valid.

The username or password is incorrect.

用用户户名或密名或密码错误码错误的另一种可能的另一种可能

在在  Power BI  Power BI 服服务务中使用中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Analysis Services 的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功能功能时时，无法，无法查查看数据网关数据源看数据网关数据源

错误错误：没有：没有为为此数据集中的数据源安装或配置任何网关此数据集中的数据源安装或配置任何网关

可访问的服务器的结果。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DM_GWPipeline_UnknownError。

还可以查看“事件日志”>“应用程序和服务日志” > “本地数据网关服务”，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我们无法连接指定的数据源。 请务必验证为该数据源所提供的信息。

在“显示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DM_GWPipeline_Gateway_DataSourceAccessError。

如果基础错误消息类似于以下内容，这意味着你正在对数据源使用的帐户不是该 Analysis Services 实例的
服务器管理员。 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基础错误消息类似以下消息，则可能意味着 Analysis Services 的服务帐户可能缺少 token-groups-
global-and-universal (TGGAU) 目录属性。

具有 Windows 2000 以前版本兼容访问权限的域启用了 TGGAU 属性。 但是，最新创建的域不会默认启用
此属性。 你可以在此处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对此进行确认。

 dsacls "CN=John Doe,CN=UserAccounts,DC=contoso,DC=com"

     Allow BUILTIN\Windows Authorization Access Group
                                   SPECIAL ACCESS for tokenGroupsGlobalAndUniversal
                                   READ PROPERTY

1. 连接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中的 Analysis Services 计算机。 在高级连接属性中，输入问
题用户的 EffectiveUserName，并检查是否会产生错误。

2. 可以使用 dsacls Active Directory 工具来验证是否列出了属性。 此工具可在域控制器上找到。 你需
要知道帐户的可分辨域名是什么，并将其传递给该工具。

你应该在结果中看到与以下类似的内容。

若要更正此问题，需要启用用于 Analysis Services Windows 服务的帐户上的 TGGAU。

如果 Analysis Services 服务器与用户位于不同的域，并且没有建立双向信任，则也可能导致此错误。

需要通过域管理员来验证域间的信任关系。

确保你的帐户列于网关配置中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 如果你没有权限访问网关，请与网关管理员核对，并
请他们进行验证。 仅用户列表中的帐户可查看列于 Analysis Services 列表中的数据源。

请确保已按添加数据源中所述，向网关添加一个或多个数据源。 如果“管理网关”下的管理门户中未显示网
关，请尝试清除浏览器缓存或注销服务然后重新登录。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instances/grant-server-admin-rights-to-an-analysis-services-instance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windows/desktop/ms680300.aspx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kb/331951


数据集

错误错误：：对对于此行没有足于此行没有足够够的空的空间间

错误错误：提供的服：提供的服务务器名称与器名称与  SQL Server SSL  SQL Server SSL 证书证书上的服上的服务务器名称不一致器名称不一致

我在配置我在配置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时时看不到本地数据网关看不到本地数据网关

错误错误：网关客：网关客户户端上收到的未端上收到的未压缩压缩数据已超出限制数据已超出限制

报表

报报表无法表无法访问访问数据源，因数据源，因为为你没有你没有权权限通限通过过本地数据网关本地数据网关访问访问我我们们的数据源的数据源

错误错误：数据源：数据源访问错误访问错误。。   请联请联系网关管理系网关管理员员

如果有大于 4 MB 大小的单个行，则会出现此错误。 需要从数据源确定该行，并尝试将其筛除或减少该行
的大小。

如果证书 CN 针对的是服务器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而你只提供了服务器 NetBIOS 名称，则会出现此
错误。 这会导致证书不匹配。 若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将网关数据源和 PBIX 文件内的服务器名称设置为使
用服务器的 FQDN。

这可能是由几种不同的原因所致。

1. 你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输入的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和网关数据源中的名称不一致。 值必须相同。 不
区分大小写。

2. 网关配置中数据源的用用户户选项卡上未列出你的帐户。 需要与要添加到相应列表的网关的管理员联系。
3.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有多个数据源，并不是所有这些数据源都配置为网关数据源。 需要定义每个
网关数据源，这样相应网关才能在计划的刷新内显示。

每个表的未压缩数据量的确切限制为 10GB。 如果遇到此问题，可以使用实用选项来优化和避免此类问题
发生。 具体而言，减少使用高度恒定、过长的字符串值，并改用规范化的键或删除列（如果不使用）会有所
帮助。

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导致的。

1. 数据源信息与基础数据集中的内容不匹配。 为本地数据网关定义的数据源和为 Power BI Desktop 提供
的内容之间的服务器和数据库名称需要匹配。 如果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IP 地址，则用于本地数
据网关的数据源也需要使用 IP 地址。

2. 你的组织内的任何网关上均没有可用的数据源。 可以在新的或现有的本地数据网关上配置数据源。

如果此报表正在使用实时 Analysis Services 连接，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值被传入无效或无权访问 Analysis
Services 计算机的 EffectiveUserName 中。 通常来说，出现身份验证问题是由于传给 EffectiveUserName
的值与本地用户主体名称 (UPN) 不匹配。

若要对此进行确认，可执行以下操作。

 whoami /upn

1. 在网关日志中查找有效的用户名。

2. 传递值后，验证其是否正确。 如果它是你的用户，可以从命令提示符下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UPN。
UPN 外观类似电子邮件地址。

或者，你可以查看 Power BI 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获取的内容。

1. 浏览到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graph/graph-explorer。

2. 选择右上角的“登录”。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graph/graph-explorer


        防火墙或代理

Test-NetConnection -ComputerName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Port 9350

NOTENOTE

ComputerName           :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RemoteAddress          : 70.37.104.240
RemotePort             : 5672
InterfaceAlias         : vEthernet (Broadco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 Virtual Switch)
SourceAddress          : 10.120.60.105
PingSucceeded          : False
PingReplyDetails (RTT) : 0 ms
TcpTestSucceeded       : True

 https://graph.windows.net/me?api-version=1.5

3. 运行以下查询。 你将看到相当大的 JSON 响应。

4. 查找 userPrincipalName。

如果你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UPN 与本地 Active Directory UPN 不匹配，则可以使用映射用户名功能
将其替换为有效的值。 或者，可以通过租户管理员或本地 Active Directory 管理员更改 UPN。

有关为你的网关提供代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可以在 PowerShell 提示符处运行 Test-NetConnection 以进行测试，从而确定防火墙或代理是否可能会阻
止连接。 这将测试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连接性。 这仅测试网络连接，与云服务器服务或网关没有任何关
系。 它有助于确定你的计算机是否可以实际连接到互联网。

Test-NetConnection 仅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更高版本。 还适用于 Windows 8.1 及更高版本。 在旧版
操作系统中，可以使用 Telnet 测试端口连接性。

结果应与以下所示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 TcpTestSucceeded。 如果 TcpTestSucceeded 不为 true，则你可能
会被防火墙阻止。

如果你想做到面面俱到，请将 ComputerName 和 Port 值替换为对端口列出的相应项

防火墙可能也会阻止 Azure 服务总线与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你需要把这些
数据中心中你所在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白名单（取消阻止）。 你可以在此处获得 Azure IP 地址列表。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可以找到你所在的数据中心区域：

1. 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方的 ? 。

2. 选择“关于 Power BI”。

3. 你的数据区域将列入“你的数据存储于”。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nettcpip/test-netconnection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性能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J_DJ30VNk4?showinfo=0

性能性能计计数器数器

计计数器数器类类型型 说说明明

ADO.NET 适用于任何 DirectQuery 连接。

ADOMD 适用于 Analysis Services 2014 和更早版本。

OLEDB 供某些数据源使用。 包括 SAP HANA 和 Analysis Service
2016 及更高版本。

Mashup 包括任何导入的数据源。 如果要执行计划刷新或按需刷
新，则该刷新通过 mashup 引擎进行。

计计数器数器 说说明明

执行的 ADO.NET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
败）。

如果你仍未前往任何位置，则可以尝试使用 fiddler 或 netsh 一类的工具来获取网络跟踪，不过这些都是高
级收集方法，并且你在分析所收集的数据时可能需要帮助。 可以联系支持人员以获得帮助。

有多个性能计数器可用于度量网关的活动。 这些计数器有助于你判断是否出现高活动负载，以及是否需要
新建网关。 这些计数器不反映某个活动所花的时间。

可以通过 Windows 性能监视器工具访问这些计数器。

以下是这些计数器的一般分组。

以下是可用的性能计数器的列表。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J_DJ30VNk4?showinfo=0


ADO.NET 开放式连接失败次数/秒 每秒 ADO.NET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ADO.NET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NET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NET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ADOMD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MD 开放式连接失败次数/秒 每秒 ADOMD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ADOMD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MD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ADOMD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所有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开放式连接失败总数/秒 每秒执行的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数量。

执行的查询总数/秒 每秒执行的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ADO.NET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ADO.NET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OLEDB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OLEDB 连接池中的项目数

服务总线池中的项目数 服务总线池中的项目数

执行的 Mashup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Mashup 开放式连接失败数/秒 每秒 Mashup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Mashup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查询数量（成功或失败）。

Mashup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Mashup 查询失败数。

多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多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执行的 OLEDB 开放式连接次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开放式连接操作数量（成功或失败）。

OLEDB 开放式连接失败数/秒 每秒 OLEDB 开放式连接操作失败次数。

执行的 OLEDB 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多结果集查询失败数。

执行的 OLEDB 单结果集查询数/秒 每秒执行的 OLEDB 单结果集查询数（成功或失败）。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查询失败数。

计计数器数器 说说明明



            

单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秒 每秒执行的单结果集 OLEDB 查询失败数。

计计数器数器 说说明明

查看低性能查询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IMPORTANTIMPORTANT

<setting name="EmitQueryTraces" serializeAs="String">
    <value>True</value>
</setting>

DM.EnterpriseGateway Information: 0 : 2016-09-15T16:09:27.2664967Z DM.EnterpriseGateway    4af2c279-
1f91-4c33-ae5e-b3c863946c41    d1c77e9e-3858-4b21-3e62-1b6eaf28b176    MGEQ    c32f15e3-699c-4360-
9e61-2cc03e8c8f4c    FF59BC20 [DM.GatewayCore] Executing query (timeout=224) "<pi>
SELECT
TOP (1000001) [t0].[ProductCategoryName],[t0].[FiscalYear],SUM([t0].[Amount])
 AS [a0]
FROM
(
(select [$Table].[ProductCategoryName] as [ProductCategoryName],
    [$Table].[ProductSubcategory] as [ProductSubcategory],
    [$Table].[Product] as [Product],
    [$Table].[CustomerKey] as [CustomerKey],
    [$Table].[Region] as [Region],
    [$Table].[Age] as [Age],
    [$Table].[IncomeGroup] as [IncomeGroup],
    [$Table].[CalendarYear] as [CalendarYear],
    [$Table].[FiscalYear] as [FiscalYear],
    [$Table].[Month] as [Month],
    [$Table].[OrderNumber] as [OrderNumber],
    [$Table].[LineNumber] as [LineNumber],
    [$Table].[Quantity] as [Quantity],
    [$Table].[Amount] as [Amount]
from [dbo].[V_CustomerOrders] as [$Table])
)
 AS [t0]
GROUP BY [t0].[ProductCategoryName],[t0].[FiscalYear] </pi>"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

可能会发现通过网关的响应较比较慢。 这可能发生在执行 DirectQuery 查询或在刷新导入数据集时。 可以
启用附加的日志记录用于输出查询及其执行时间，以帮助了解哪些查询执行缓慢。 找到长时间运行的查询
后，可能需要对数据源进行额外修改才能优化查询性能。 例如，调整 SQL Server 查询的索引。

需要修改两个配置文件才能确定查询的持续时间。

在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Core.dll.config 文件中将 EmitQueryTraces  的值从 
False  更改为 True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启用 
EmitQueryTraces  可开始对从网关发送到数据源的查询进行日志记录。

启用 EmitQueryTraces 可能会根据网关使用情况显著增加日志大小。 完成日志审阅后，需要将 EmitQueryTraces 设
置为 False。 不建议长期将此设置保留为启用状态。

示例示例查询查询条目条目

在 Microsoft.PowerBI.DataMovement.Pipeline.Diagnostics.dll.config 文件中将 TracingVerbosity  的值从 



IMPORTANTIMPORTANT

<setting name="TracingVerbosi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5</value>
</setting>

活活动类动类型型

活活动类动类型型 说说明明

MGEQ 通过 ADO.NET 执行的查询。 包括 DirectQuery 数据源。

MGEO 通过 OLEDB 执行的查询。 这包括 SAP HANA 和 Analysis
Services 2016。

MGEM 从 Mashup 引擎执行的查询。 适用于使用计划刷新或按需
刷新的导入数据集。

确定确定查询查询的持的持续时间续时间

4  更改为 5 。 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On-premises data gateway。 更改此设置可将
详细条目写入网关日志。 其中包括显示持续时间的条目。 此外，还可以通过启用本地网关应用程序中
的“附加日志记录”按钮来启用详细条目。

将 TracingVerbosity 设置为 5  可能会大大增加日志大小，具体视网关使用情况而定。 完成日志审阅后，需要将
TraceVerbosity 设置为 4 。 不建议长期将此设置保留为启用状态。

      



防火墙或代理

Test-NetConnection -ComputerName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Port 9350

NOTENOTE

ComputerName           : watchdog.servicebus.windows.net
RemoteAddress          : 70.37.104.240
RemotePort             : 5672
InterfaceAlias         : vEthernet (Broadco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 Virtual Switch)
SourceAddress          : 10.120.60.105
PingSucceeded          : False
PingReplyDetails (RTT) : 0 ms
TcpTestSucceeded       : True

网网络络端口端口测试测试

若要确定查询数据源所花的时间，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DM.EnterpriseGateway Verbose: 0 : 2016-09-26T23:08:56.7940067Z DM.EnterpriseGateway    
baf40f21-2eb4-4af1-9c59-0950ef11ec4a    5f99f566-106d-c8ac-c864-c0808c41a606    MGEQ    
21f96cc4-7496-bfdd-748c-b4915cb4b70c    B8DFCF12 [DM.Pipeline.Common.TracingTelemetryService] 
Event: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duration=5004)

NOTENOTE

1. 打开网关日志。

2. 搜索活动类型来查找查询。 此处的示例为 MGEQ。

3. 记下次要 GUID，因为这是请求 ID。

4. 继续搜索 MGEQ，直到找到具有持续时间的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条目。 确认
该条目具有相同请求 id。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ireActivityCompletedSuccessfullyEvent 是一个详细条目。 除非 TraceVerbosity 处于级别 5，否则不会记录此
条目。

有关为你的网关提供代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可以在 PowerShell 提示符处运行 Test-NetConnection 以进行测试，从而确定防火墙或代理是否可能会阻
止连接。 它将测试与 Azure 服务总线的连接。 这仅测试网络连接，与云服务器服务或网关没有任何关系。
它有助于确定你的计算机是否可以实际连接到互联网。

Test-NetConnection 仅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更高版本。 还适用于 Windows 8.1 及更高版本。 在旧版
操作系统中，可以使用 Telnet 测试端口连接性。

结果应与以下所示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 TcpTestSucceeded。 如果 TcpTestSucceeded 不为 true，则你可能
会被防火墙阻止。

如果你想做到面面俱到，请将 ComputerName 和 Port 值替换为对端口列出的相应项

防火墙可能也会阻止 Azure 服务总线与 Azure 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需要将这些数
据中心中你所在区域的 IP 地址列入允许列表（取消阻止）。 你可以在此处获得 Azure IP 地址列表。

网络端口测试工具用于检查网关是否可以访问网关传输数据所需的所有远程服务器的正确端口。 如果网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nettcpip/test-netconnec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service-gateway-onprem#ports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details.aspx?id=41653


开始新开始新测试测试

测试结测试结果果

络端口测试未能连接任何端口，则网关可能遇到网络问题。 如果网关当前遇到网络问题，请运行网络端口
测试，以确保网络环境最佳。

在本地数据网关用户界面运行新的网络端口测试。

执行网络端口测试时，网关从 Azure 服务总线检索端口和服务器列表，然后尝试连接所有服务器和端口。
如果再次出现“开始新测试”链接，则表示网络端口测试已完成执行。

可在“开始新测试”链接下的“最近的测试结果”中查看测试总结。 两个结果为“已完成(成功)”和“已完成(失
败，请查看最近的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成功，则网关已成功连接到所需的所有端口。 如果测试失败，则网
络环境可能在阻止这些所需的端口和服务器。



若要查看最近完成的测试结果，请选择“打开最近完成的测试结果”链接，如下所示。 测试结果在 Windows
的默认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测试结果将列出网关所需的所有服务器、端口和 IP 地址。 如果测试结果中有任何端口显示为“已关闭”（如
下所示），请确保网络环境不会阻止连接。 可能需要与网络管理员联系，以打开所需端口。



Kerberos

ImpersonationLevelImpersonationLevel

[DataMovement.PipeLine.GatewayDataAccess] About to impersonate user DOMAIN\User (IsAuthenticated: 
True, ImpersonationLevel: Identification)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未能未能为为用用户户  userid  userid 创创建建  Windows  Windows 标识标识

常常规错误规错误；分析；分析协议时协议时出出现现的的  1033  1033 错误错误

如果基础数据库服务器和本地数据网关未针对 Kerberos 约束委派进行适当配置，则在网关上启用详细日
志记录，并基于网关日志文件中的错误/跟踪进行调查，作为故障排除的起始点。

ImpersonationLevel 与 SPN 设置或本地策略设置相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解决该问题：

1. 为本地网关设置 SPN
2. 在 Active Directory (AD) 中设置约束委派

如果无法代表其他用户进行模拟，将出现 FailedToImpersonateUserException。 如果尝试模拟的帐户来自
另一个域，而不是网关服务域所在的域（这是一个限制），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按照上面 ImpersonationLevel 部分中的步骤操作，验证配置是否正确
请确保它尝试模拟的 userid 是一个有效的 AD 帐户

如果使用 UPN (alias@domain.com) 模拟用户，那么在 SAP HANA 中配置的外部 ID 与登录名不匹配时，
就会收到 1033 错误。 在日志中，可看到“原始 UPN 'alias@domain.com 在错误日志顶部替换为新 UPN
'alias@domain.com'”，如下所示。



[DM.GatewayCore] SingleSignOn Required. Original UPN 'alias@domain.com' replaced with new UPN 
'alias@domain.com.'

      <setting name="ADUserNameReplacementProper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sAMAccount</value>
      </setting>
      <setting name="ADServerPath" serializeAs="String">
        <value />
      </setting>
      <setting name="CustomASDataSource" serializeAs="String">
        <value />
      </setting>
      <setting name="ADUserNameLookupProperty" serializeAs="String">
        <value>AADEmail</value>

[SAP AG][LIBODBCHDB DLL][HDBODBC] [SAP AG][LIBODBCHDB DLL][HDBODBC] 通通讯链讯链接失接失败败 ;-10709 ;-10709 连连接失接失败败  (RTE:[-1] Kerberos  (RTE:[-1] Kerberos 错误错误。。   主主
要要 :“:“其他故障其他故障  [851968]” [851968]”，次要，次要 :“:“安全包中没有可用的凭据安全包中没有可用的凭据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SAP HANA 要求模拟的用户在 AD（用户别名）中使用 sAMAccountName 属性。 如果不正确，将看
到 1033 错误。

可在日志中看到 sAMAccountName（别名）而不是 UPN，它是后跟域的别名 (alias@doimain.com)

如果未在 AD 中正确配置委派，将收到 -10709 连接失败错误消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确保在网关服务帐户 AD 中的“委派”选项卡上拥有 SAP Hana 服务器



    

      

用于故障排除的工具

从网关配置器收集日志从网关配置器收集日志

可以收集多个网关日志，应始终从日志入手。 在安装网关后收集日志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用户界面。
在“本地数据网关”用户界面中，依次选择“诊断”和页面底部附近的“导出日志”链接，如下图所示。

安装程序日志安装程序日志



      

%localappdata%\Temp\On-premises_data_gateway_*.log

%localappdata%\Microsoft\On-premises Data Gateway\GatewayConfigurator*.log

C:\Users\PBIEgwService\AppData\Local\Microsoft\On-premises Data Gateway\Gateway*.log

事件日志事件日志

Fiddler Fiddler 跟踪跟踪

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配置日志配置日志

本地数据网关服本地数据网关服务务日志日志

本地数据网关服本地数据网关服务务事件日志位于“应用程序和服务日志”下。

Fiddler 是 Telerik 提供的一款用于监视 HTTP 流量的免费工具。 可以从客户端计算机通过 Power BI 服务来
回查看。 这可能会显示错误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在计划刷新中使用网关时，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支持请求，刷新历史记录可帮助查看发生了什么错误，以及

提供有用的数据。 可以查看计划刷新和按需刷新。 下面是有关如何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的说明。

1. 在 Power BI 导航窗格中的数据集数据集中，选择一个数据集>打开菜单>计计划刷新划刷新。

2. 在设设置置 ...>计计划刷新划刷新中，选择刷新刷新历历史史记录记录。

http://www.telerik.com/fiddler


后续步骤

若要详细了解如何对刷新方案进行故障排除，请参阅对刷新方案进行故障排除一文。

为 Power BI Gateway 配置代理设置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管理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数据源 - SQL Server
管理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什么是 Power BI 管理？
2018/7/17 • • Edit Online

与 Power BI 相关的管理员角色

管理管理员类员类型型 管理范管理范围围 POWER BI 范范围围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 Office 365 可以管理 Power BI 租户和其他服务的所
有方面。

Office 365 账务管理员 Office 365 可以通过 Office 365 订阅获取 Power BI
许可证。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 Power BI 租户 可以完全控制对 Power BI 租户及其管理
功能（授权除外）。

Power BI Premium 容量管理员 单个 Premium 容量 可以完全控制高级容量及其管理功能。

Power BI 管理指的是 Power BI 租户管理，包括配置管理策略、使用情况监视以及许可证、容量和组织资源预配。
本文概述了管理角色、任务和工具；并提供了可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的文章链接。

Power BI 旨在用于自助式商业智能，而管理员是 Power BI 租户中数据、过程以及策略的保护者。 Power BI 管理员
是团队的关键成员，包括 BI 开发人员、分析人员以及其他角色。 管理员可为组织提供支持帮助，以确保实现关键
目标：

了解用户_实际_需要的 KPI 和指标
减少以 IT 为主导的企业报告的传递时间
通过 Power BI 部署增加采用率和投资回报

这项工作旨在提高业务用户的工作效率，并确保安全性和法律及法规的合规性。 职责可能包括提供帮助和支持，并
在许多情况下，帮助业务用户执行正确操作。

有与 Power BI 管理相关的多个角色，如下表所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dministering-power-bi-in-your-organization.md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管理员 单个 Embedded 容量 可以完全控制嵌入容量及其管理功能。

管理管理员类员类型型 管理范管理范围围 POWER BI 范范围围

管理任务

任任务务区域区域 典型任典型任务务

管理 Power BI 租户

获取和分配 Power BI 许可证

管理 Premium 容量

管理 Embedded 容量

确保符合内部策略、法律和法规

管理 Power BI 资源

为租户用户提供帮助和支持

其他任务

管理工具

Office 365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全局管理员在 Power BI 中具有管理员权限。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可
以将其他用户分配到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它仅对 Power BI 功能授予管理权限。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有权访问 Power BI 管理门户，其中包括有关功能、安全和监视的各种租户级设置。 服务管理
员具有对 Power BI 租户所有资源的完全访问权限。 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管理员确定问题，然后跟进资源所有者
以便采取纠正措施。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不授予将许可证分配给用户或在 Office 365 中查看审核日志的功能。 因此，作为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单独成员的用户当前无法执行管理 Power BI 的任务。

管理员执行许多任务来支持其组织的 Power BI 租户，如下表所述。

启用和禁用主要的 Power BI 功能
报告使用情况和性能

查看和管理事件审核

管理用户注册

购买和分配 Pro 许可证
阻止用户访问 Power BI

获取和使用 Premium 容量
确保服务质量

获取 Embedded 容量来简化 ISV 和开发人员对 Power
BI 功能的使用

管理业务数据分类

帮助强制实施内容发布和共享策略

管理工作区

发布自定义视觉对象

验证用于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的代码

数据访问和其他问题疑难解答

部署 Power BI Desktop，例如，使用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使用 Intune 管理 Power BI 移动应用部署
管理数据隐私和安全，如源数据安全



工具工具 典型任典型任务务

Power BI 管理门户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中心

Azure 门户中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PowerShell cmdlet

管理 API 和 SDK

后续步骤

有与 Power BI 管理相关的多个工具，如下表所述。 管理员通常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中花费大部分时间，并根据需
要使用其他工具。

获取和使用 Premium 容量
确保服务质量

管理业务数据分类

帮助强制实施内容发布和共享策略

管理工作区

发布自定义视觉对象

验证用于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的代码
数据访问和其他问题疑难解答

管理用户注册

购买和分配 Pro 许可证
阻止用户访问 Power BI

查看和管理事件审核

通过 AAD 配置对 Power BI 资源的条件访问
设置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通过脚本管理工作区和 Power BI 的其他方面

生成自定义管理工具，以便为 Power BI 管理员的工作
提供便利。例如，Power BI Desktop 可以使用这些 API
基于与管理相关的数据来构建报表

我们希望你通过本文快速深入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的工作，以及所涉及的特定角色、任务和工具。 建议参阅以下
两个主题进行深入了解。

使用 Power BI 管理门户

Power BI 管理常见问题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快速入门：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2018/7/31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通过 Office 365 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Power BI Pro 是单个许可证，允许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所有内容和功能，包括共享内容以及与其他 Pro 用户
协作的功能。 只有 Pro 用户可以将内容发布到应用工作区，使用这些内容，共享仪表板并订阅仪表板及报表。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 Office 365 中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你必须是 Office 365 中全局管理员或帐务管理员角色的成员。

按照以下步骤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1. 打开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计帐计帐  > 订阅订阅。

3. 在“订阅”页面的右上角，选择“添加订阅”。

4. 找到所需的订阅套餐：

在“企业套件”下选择“Office 365 企业版 E5”。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urchasing-power-bi-pro.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bout-office-365-admin-roles-da585eea-f576-4f55-a1e0-87090b6aaa9d?ui=en-US&rs=en-US&ad=US
https://portal.office.com/adminportal/home#/homepage


在“其他计划”下选择“Power BI Pro”。

5. 将鼠标悬停在所需订阅的省略号 (...) 处，选择“立即购买”。

6. 根据你的计费偏好，选择“按月付费”或“按年付费”。

7. 在“需要多少个用户?”下，输入所需的许可证数量，然后选择“立即签出”完成此交易。

8. 验证获取的订阅是否已在“订阅”页面上列出。



后续步骤

9. 若要在最初购买后添加更多许可证，请从“订阅”页面中选择“Power BI Pro”，然后选择“添加/删除许可
证”。

现已购买许可证，可以将它们分配给租户中的用户。

在 Office 365 中向用户分配许可证

在 Azure 中向用户分配许可证

Power BI 定价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pricing/


快速入门：在 Office 365 中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将许可证分配给个人用户帐户

Power BI Pro 是单个许可证，允许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所有内容和功能，包括共享内容以及与其他 Pro 用户协
作的功能。 只有 Pro 用户可以将内容发布到应用工作区，使用这些内容，共享仪表板并订阅仪表板及报表。 本文介
绍了如何在 Office 365 中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还可以在 Azure 中分配许可证。

你必须是 Office 365 中全局管理员或用户帐户管理员角色的成员。

开始之前，你必须至少购买一个许可证。

按照以下步骤将 Power BI Pro 许可证分配给个人用户帐户：

1. 打开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展开“用户”，然后选择“活动用户”。

3. 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在“产品许可证”下选择“编辑”。

4. 在“Power BI Pro”下将设置切换为“开”，然后选择“保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ssigning-power-bi-pro-licenses.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bout-office-365-admin-roles-da585eea-f576-4f55-a1e0-87090b6aaa9d?ui=en-US&rs=en-US&ad=US
https://portal.office.com/adminportal/home#/homepage


后续步骤

5. 根据所选帐户的状状态态，验证 Power BI Pro 许可证是否成功分配。

现已分配许可证，可以了解有关 Power BI Pro 的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 Power BI Pro

查找已登录的 Power BI 用户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快速入门：在 Azure 中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2018/7/20 • • Edit Online

先决条件

将许可证分配给个人用户帐户

Power BI Pro 是单个许可证，允许访问 Power BI 服务中的所有内容和功能，包括共享内容以及与其他 Pro 用户协
作的功能。 只有 Pro 用户可以将内容发布到应用工作区，使用这些内容，共享仪表板并订阅仪表板及报表。 本文介
绍了如何在 Azure 中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还可以在 Office 365 中分配许可证。

你必须是 Power BI 用于 Active Directory 查找的 Azure 订阅的所有者。

开始之前，你必须至少购买一个许可证。

按照以下步骤将 Power BI Pro 许可证分配给个人用户帐户：

1. 打开 Azure 门户。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zure Active Directory”。

3. 在“Azure Active Directory”下，选择“许可证”。

4. 在“许可证”下，选择“所有产品”，然后选择“Power BI Pro”以显示许可用户列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ssigning-power-bi-pro-licenses-azure.md
https://ms.portal.azure.com/#@microsoft.onmicrosoft.com/dashboard/private/39bc3cf7-31a4-43f6-954c-f2d69ca2f0


后续步骤

5. 选择“分配”将 Power BI Pro 许可证添加到其他用户帐户。

现已分配许可证，可以了解有关 Power BI Pro 的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 Power BI Pro

查找已登录的 Power BI 用户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2018/7/1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NQDkN0GXzU?rel=0&showinfo=0

容量层级

Power BI Premium 资源专用于为组织或团队运行 Power BI 服务，为你提供更可靠的性能和更大的数
据卷。 Premium 还可以广泛发布内容，无需为查看者购买许可证。

可以将工作区分配到高级容量，从而充分利用 Power BI Premium。 “高级容量”是组织的专用资源。 未
分配到高级容量的工作区，则属于共享容量。

“共享容量”是指在 Power BI 使用体验中，工作负荷在其他客户共享的计算资源上运行。 在共享容量
中，为了确保所有用户的体验质量，每个用户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1. Premium 容量中的项

访问应用工作区（以成员或管理员身份）和发布应用都需要使用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共享应用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但使用应用不需要。

所有仪表板收件人（无论其分配的许可证为何）都可设置数据警报。

用于嵌入的 REST API 使用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服务帐户，而不是用户帐户。

2. 共享容量中的我的工作区

共享和使用应用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3. 共享容量中的应用工作区

使用任何应用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Power BI 中有两种类型的容量。 共享容量和 Power BI 高级容量。 下面我们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NQDkN0GXzU?rel=0&showinfo=0


   

共享容量共享容量 POWER BI 高高级级容量容量

刷新频率 每天 8 次 不受限制

专用硬件隔离

面向所有用户的企业分发

应用和共享

嵌入式 API 和控件

在本地发布 Power BI 报表

高高级级容量容量

共享容量共享容量

高高级级容量容量节节点点

NOTENOTE

1

2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Pro 和 Power BI Premium 的用户功能中的功能。
 Power BI Premium 公开发布后推出的增强功能。

1

2

需要将工作区分配给某个容量，方可开始使用 Power BI 高级容量。 有关如何将工作区分配给高级容量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Power BI Premium。

工作区受高级容量支持时，可以享受 Power BI Premium 的权益。

预定刷新：使用导入的模型计划刷新时，用户以前的限制为每天 8 次。 对 Premium 工作区的数据集
解除了此限制。 这不适用于 DirectQuery 的预定缓存刷新设置。 在高级容量和共享容量之间，这些
设置保持相同。

专用硬件隔离 – 根据共享容量的性质，报表和仪表板的性能可能会该容量中受其他工作负荷的资源
需求影响，尽管我们对此有所防护。 相反，Premium 通过隔离不相关的工作负荷，为你的工作负荷
提供更一致、更可靠的性能。

如果应用受高级容量支持（即它是当前分配到高级容量的应用工作区发布的），则此后组织中的任何用

户都可以使用发布的这个应用，而无需考虑分配给他们的许可证。

默认情况下，你的工作区属于共享容量。 这包括你个人的“我的工作区”以及应用工作区。 “共享容量”是
指在 Power BI 使用体验中，工作负荷在其他客户共享的计算资源上运行。

不同虚拟核心容量的节点配置中可使用 Power BI Premium。 有关特定 SKU 产品/服务和成本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定价。 也可使用成本计算器。 有关嵌入分析容量规划的信息，请参阅“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白皮书。

P 节点可用于嵌入式部署或服务部署。
EM 节点只能用于嵌入式部署。 EM 节点无权使用高级功能，如与没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用户
共享应用。

只有充当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的用户才能正常运行此表中的链接 - 其他人会收到 404 错误。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容量容量节节点点

总总虚虚拟拟核心核心

（后端（后端  + 前前
端）端）

后端虚后端虚拟拟核核

心心

前端虚前端虚拟拟核核

心心

DIRECTQUER
Y/实时连实时连接限接限

制制

高峰高峰时间时间的的

最大最大显显示示页页

数数 是否支持是否支持

EM1（按月） 1 个虚拟核
心

0.5 个虚拟
核心，2.5
GB RAM

0.5 个虚拟
核心

每秒 3.75 150-300 可用

EM2（按月） 2 个虚拟核
心

1 个虚拟核
心，5 GB
RAM

1 个虚拟核
心

每秒 7.5 301-600 可用

EM3（按月） 4 个虚拟核
心

2 个虚拟核
心，10 GB
RAM

2 个虚拟核
心

601-1,200 可用

P1 8 个虚拟核
心

4 个虚拟核
心，25 GB
RAM

4 个虚拟核
心

每秒 30 个 1,201-2,400 可用（也可

以按月）

P2 16 个虚拟核
心

8 个虚拟核
心，50 GB
RAM

8 个虚拟核
心

每秒 60 个 2,401-4,800 可用

P3 32 个虚拟核
心

16 个虚拟核
心，100 GB
RAM

16 个虚拟核
心

每秒 120 个 4,801-9600 可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后续步骤

前端虚拟核心负责 Web 服务、仪表板和报表文档管理、访问 Rights Management、时间安排、API、
上传和下载，并大体包括所有与用户体验相关的内容。

后端虚拟核心负责完成繁重的任务：查询处理、缓存管理、运行 R 服务器、数据刷新、自然语言处
理、实时馈送和在服务器端绘制报表和图像。 后端虚拟核心也可保留一定的内存量。 处理大型数据
模型或大量活动数据集时，内存充足尤为重要。

Power BI Premium 包含在本地运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权限。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白皮书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4004702D-749C-4F74-BF47-3048F1833780&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4004702D-749C-4F74-BF47-3048F1833780&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4004702D-749C-4F74-BF47-3048F1833780&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b3ec5615-cc11-48de-967d-8d79f7cb0af1&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E4C8EDD3-74A1-4D42-A738-C647972FBE81&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062F2AA7-B4BC-4B0E-980F-2072102D8605&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SubscriptionDetails?OfferId=40c7d673-375c-42a1-84ca-f993a524fed0&adminportal=1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容量资源管理和优化
2018/8/22 • • Edit Online

高级容量内存管理

数据集内存估数据集内存估计计

数据集的数据集的过过度使用容量、逐出和重新加度使用容量、逐出和重新加载载

与活与活动动数据集内存要求比争的数据集刷新内存要求数据集内存要求比争的数据集刷新内存要求

本文介绍 Power BI Premium 服务如何管理资源，并提供有关计划和优化解决方案的提示。

高级容量内存的使用者为：

加载数据集使用的内存

数据集刷新（计划和按需）使用的内存

报表查询使用的内存

当针对容量中已发布的数据集发出请求时，该数据集会从持久存储加载到内存中（这也称为映像加载）。 保持数据集
加载在内存中有助于对此数据集的将来查询做出快速响应。 除了保持数据集加载在内存中而所需的内存，报表查询
和数据集刷新还使用额外的内存。

当尝试将数据集加载到内存时，Power BI 估计数据集完成请求的命令所需的内存量。 内存中的数据集大小往往比保
存到磁盘时更大。 在数据集刷新期间，内存容量至少需要空闲状态下的内存量的两倍。

Power BI Premium 提供过度使用容量的便利。 例如，你可以发布比内存保存容量多的数据集。 如果容量中已发布
的数据集需要的内存比适合容量多，则其中一些数据集将单独存储在持久存储中。 持久存储是与每个容量关联的
100 TB 存储的一部分。

因此，哪些数据集会保留在内存中，其他数据集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上所述，当针对数据集发出请求时，数据集将
加载到内存中（映像加载）。 请求可能是报表查询或刷新操作。

由于可以过度使用容量，容量也可能面临内存压力。 当容量面临内存压力（由于需要加载新的数据集或某些加载数
据集上的查询增加了内存要求），节点会逐出一个或多个占用容量内存的数据集。 首先逐出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数据
集（即没有当前正在执行的查询/刷新操作），逐出顺序采用“最近最少使用的 (LRU)”方式。 如果新命令发出到逐出数
据集，则服务尝试将该数据集重新加载到内存中，这可能逐出其他数据集。 此行为允许容量服务于比内存保存量多
的数据集，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利用率。

将数据集加载到内存是成本相当高的操作。 根据数据集大小，它可能会持续几秒钟（对于小型数据集）到几十秒甚至
数分钟（对于大约 10 GB 的大数据集）。 高级容量通过将最近最少使用的数据集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在内存中，尝
试最大程度地减少需要加载容量的次数。 当需要额外内存时，需要逐出某些数据集，并且系统将尝试选择对用户体
验的影响最小的数据集。 当需要额外内存时，需要逐出某些数据集，并且系统将尝试选择对用户体验的影响最小的
数据集。 例如，系统将避免逐出最后几分钟内有效使用的数据集，因为它们可能很快再次被查询。

逐出流程本身是快速操作。 如果逐出时数据集未在有效使用中，则用户不能确定逐出产生很大影响。 但是，如果同
时有效使用太多数据集，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来保存所有这些数据集，会发生大量逐出。 这可能导致“抖动”情况，其
中数据集不断逐出和重新加载，用户会发现响应时间和性能大幅下降。

用户可以按计划或按需刷新数据集。 如上所述，完整刷新所需的内存至少是加载的数据集和空闲数据集的内存大小
的两倍。 刷新开始前，估计刷新内存要求。 如果总内存要求多于容量中的可用内存，将逐出某些数据集。 按最近最
少使用的数据集顺序选择逐出候选者，即服务尝试在内存中尽可能多地保存最近使用的数据集。

如果尽管逐出但所需的内存仍不可用，刷新将会排队进行重试。 服务进行重试，直到成功或新的刷新操作开始为
止。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understand-how-it-works.md


高级容量中的 CPU 资源管理

来自来自报报表的表的查询查询

刷新并行化策略刷新并行化策略

SKU 后端虚后端虚拟拟核心核心 模型刷新并行模型刷新并行

A1 0.5 1

A2 1 2

A3 2 3

A4 4 6

A5 8 12

A6 16 24

EM1 0.5 1

EM2 1 2

EM3 2 3

P1 4 6

P2 8 12

P3 16 24

P4 32 48

P5 64 96

TIPTIP

如果向容量中的任意数据集发出交互式查询，但由于正在刷新而没有足够可用内存，则该请求将失败，需要用户重

试。

CPU 资源有两个主要使用者：

来自报表的查询

刷新（处理）

报表查询使用容量的 CPU 资源。 如果报表有一些效率低下的查询，或者你有许多并发用户，则会使用大量 CPU 资
源且你的现有容量可能不足以处理负载。

内存不是唯一可限制数据集刷新的资源。 服务器上的 v 核心数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由于每个刷新操作需要一定数
量的 v 核心，因此对并行运行的刷新数进行了限制。 下表中详细介绍了每个 SKU 的限制。 超出这些限制的其他刷
新将进行排队。

如果刷新延迟，请检查你的容量支持的并行刷新数。



示例方案

故障排除和测试

下面介绍一些常见方案和服务执行的操作：

同同时时全部提交二十个全部提交二十个计计划的刷新划的刷新  – Power BI 尝试同时启动前 x 个刷新。 x 的值由该 SKU 的刷新并行化策略确定。
如果 Power BI 无法通过逐出非活动数据集（最近不使用的数据集）而获得足够的内存，则并非所有 x 个刷新都同时
启动。 任何无法启动的刷新将进行排队，直到可以启动为止。

同同时时运行两个刷新，而只有足运行两个刷新，而只有足够够一个刷新完成的内存一个刷新完成的内存  – 启动可以完成的刷新。 稍后重试另一个刷新。

刷新一些数据集刷新一些数据集时时正在正在查询查询大量数据集大量数据集  – 如果没有足够可用的内存，Power BI 尝试停止活动刷新以便为交互式
查询提供优先权。 这将降低刷新性能。

在当前容量大小上，数据集需要刷新太多内存在当前容量大小上，数据集需要刷新太多内存  – 刷新将失败。 不会尝试通过逐出获得更多内存。

刷新具有刷新具有较较大内存峰大内存峰值值的的单单个数据集个数据集  – 如果峰值大于通过逐出非活动数据集而获得的内存量，稍后将重试刷新，
直到有足够的内存来处理峰值。

对对无法通无法通过过逐出所有非活逐出所有非活动动数据集和刷新而数据集和刷新而获获取足取足够够内存的数据集内存的数据集执执行行查询查询  - 这些查询将失败。 对于这些类
型的工作负荷要求，应购买更高的容量。

如果报表速度慢或没有响应，则从仅测试报表上的一位用户开始操作。 然后，开始增加并发用户负载以查找限制。
在许多情况下，优化 DAX（报表查询）可以显著更改报表性能（以及增加你的容量所支持的并发用户数）。

在 Azure 中使用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测试不同的 SKU，确定最适合预期的工作负荷的高级 SKU。 Power BI
Embedded A4 SKU 等同于 P1、A5 = P2 和 A6 = P3。 在 Azure 中，可以通过在 Azure 门户中向上和向下扩展，在
SKU 之间轻松切换。 找到最适合工作负荷的 SKU 且完成测试后，可以删除 SKU。

在某些情况下，在计算机上打开模型的 PBIX 文件并检查内存和 CPU 消耗可以发现问题的大量信息。 这对于非常
大的模型不会有帮助，但对于某些较小的模型，可以尝试在计算机中打开、刷新和查询模型。 当打开模型时检查模
型大小、消耗的内存和 CPU。 尝试刷新和查询。 使用任务管理器来检查本地 PBIX 文件的 CPU 和内存消耗。 有时，
计算机本身上的这些度量值表明较低的高级容量（如 P1/P2）可能不适用于你的解决方案。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2018/8/2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kvYs5Qp4iA?rel=0&showinfo=0

IMPORTANTIMPORTANT

使用 Power BI Premium P1 新建租户

为现有组织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容量

了解如何为你的组织购买 Power BI 高级容量。

可以通过 Office 365 管理中心购买 Power BI 高级容量节点。 也可以在组织中拥有任何高级容量 SKU（P1 到 P3）
组合。 它们提供不同的资源容量。

有关 Power BI Premium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若要查看 Power BI 的当前定价，请参
阅Power BI 定价页。 还可以使用Power BI Premium 计算器计划 Power BI Premium 的成本。

即使你购买了 Power BI Premium，内容的作者还是需要一个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如果尚无租户并且想要创建一个，可以同时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单击下面的链接后，可以了解如何逐步新建
用于 Office 365 的租户，并购买 Power BI Premium。 需要在创建租户后为用户购买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创建
租户后，你将自动成为此租户的全局管理员。

若要进行购买，请参阅 Power BI Premium P1 优惠。

对于现有组织，必须是全局管理员或计费管理员，才能购买订阅和许可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 Office 365
管理员角色。

若要购买高级容量，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Power BI 服务中，选择“Office 365 应用选取器” > “管理员”。或者，可以浏览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如
需访问，请转到 https://portal.office.com 并选择“管理员”。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remium-purchas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kvYs5Qp4iA?rel=0&showinfo=0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https://signup.microsoft.com/Signup?OfferId=b3ec5615-cc11-48de-967d-8d79f7cb0af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bout-Office-365-admin-roles-da585eea-f576-4f55-a1e0-87090b6aaa9d
https://portal.office.com


直接直接购买链购买链接接

EM3（按月）SKU

P1 SKU

P1（按月）SKU

P2 SKU

P3 SKU

2. 选择“计费” > “购买服务”。

3. 在“其他计划”下查找 Power BI Premium 优惠。 这将会列出 P1 至 P3、EM3 和 P1（按月）。

4. 将鼠标悬停在“省略号 (...)”上，然后选择“立即购买”。

5. 按照以下步骤完成购买。

还可以选中以下链接，直接转到这些项的购买页面。 有关这些 SKU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必须是租户内的全局管理员或计费管理员，才能购买 Power BI Premium SKU。 如果不是管理员，选择以下链接后
将会看到错误消息。

完成购买后，购买服务屏幕将显示该项目已购买且处于活动状态。

https://portal.office.com/commerce/completeorder.aspx?OfferId=4004702D-749C-4F74-BF47-3048F1833780&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commerce/completeorder.aspx?OfferId=b3ec5615-cc11-48de-967d-8d79f7cb0af1&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commerce/completeorder.aspx?OfferId=E4C8EDD3-74A1-4D42-A738-C647972FBE81&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commerce/completeorder.aspx?OfferId=062F2AA7-B4BC-4B0E-980F-2072102D8605&adminportal=1
https://portal.office.com/commerce/completeorder.aspx?OfferId=40c7d673-375c-42a1-84ca-f993a524fed0&adminportal=1


购买更多容量

现在可以在 Power BI 管理中心内管理该容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Power BI Premium。

位于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高级设置”部分时，如果你是管理员，将看到“购买更多”按钮。 此按钮可转到 Office 365
门户。 位于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后，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IMPORTANTIMPORTANT

1. 选择“计费” > “购买服务”。

2. 在“其他计划”下找到需额外购买的 Power BI Premium 项目。

3. 将鼠标悬停在“省略号 (...)”上，然后选择“更改许可证数量”。

4. 更改此项目需要具有的实例数。 完成后，选择“提交”。

选择“提交”将向记录的信用卡收费。

然后“购买服务”页面上将显示你拥有的实例数。 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容量设置”下，可用的 V 核心反映购买的
新容量。



取消订阅

现在可以在 Power BI 管理中心内管理该容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Power BI Premium。

可以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取消订阅。 若要取消 Premium 订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依次选择“计费” > “订阅”。

3. 从列表中选择 Power BI Premium 订阅。

4. 在“更多操作”下拉列表中，选择“取消订阅”。



后续步骤

5. “取消订阅”页会指明是否需要支付提前终止费。 此页还会指明何时删除订阅数据。

6. 请仔细阅读这些信息。若要继续，请选择“取消订阅”。

Power BI 定价页
Power BI Pemium 计算器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白皮书
Power BI 管理门户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early-termination-fees-6487d4de-401a-466f-8bc3-c0beb5cc40d3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和 Power BI Embedded 中
的容量
2018/7/18 • • Edit Online

什么是容量？

了解如何管理提供专用内容资源的 Power BI Premium 和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容量是 Power BI Premium 和 Power BI Embedded 产品/服务的核心所在。

容量是保留以供专门使用的资源集。 拥有容量后，可向整个组织内的用户发布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而无需为
他们购买许可证。 还可保证容量中的内容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

容量对最终用户完全透明。 用户将继续照常使用 Power BI 或应用程序。 无需知道部分（或全部）内容托管在专用
容量中。 对于用户而言，一切都完全像以前那样运行。

1. Premium 容量中的项

访问应用工作区（以成员或管理员身份）和发布应用都需要使用 Power BI Pro 许可证。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remium-manage.md


    容量管理容量管理员员

NOTENOTE

购买容量

NOTENOTE

管理容量

共享应用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但使用应用不需要。

所有仪表板收件人（无论其分配的许可证为何）都可设置数据警报。

用于嵌入的 REST API 使用具有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服务帐户，而不是用户帐户。

2. 共享容量中的我的工作区

共享和使用应用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3. 共享容量中的应用工作区

使用任何应用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中定义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的容量管理员。

被指定为容量的容量管理员时，可以完全控制容量及其管理功能。 可以从 Power BI 管理门户添加更多的容量管
理员（仅限 Power BI Premium）或为用户授予容量分配权限。 可以为容量批量分配工作区，还可以查看容量的使
用情况指标。

每个容量都有自己的管理员。 定义一个容量的容量管理员并不意味着授予他们访问你组织中所有容量的权限。
默认情况下，容量管理员无权访问 Power BI 管理员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内容，如使用情况指标、审核日志或租户设
置。 同样，容量管理员也无权设置新的容量或更改现有容量的 SKU。 只有全局管理员或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有
权访问这些项。

所有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和 Power BI 管理员都会自动成为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和 Power BI Embedded 容
量的容量管理员。

若要利用专用容量，需要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为 Power BI Premium 购买订阅，或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
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Power BI Premium：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Embedded：：在 Azure 门户中创建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

在购买 Power BI Premium SKU 后，租户将收到相应数量的 V 核心，用于运行容量。 例如，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3 SKU 会为租户提供 32 个 V 核心。

订阅结束后，你将拥有 30 天的完全访问权限，但在此之后，内容将恢复到共享容量。 > 1 GB 的模型将不会受到常规共享许
可证的支持。

在 Office 365 中购买容量节点后，需要设置新容量。 此操作通过 Power BI 管理门户完成。 在管理门户中，将看
到“容量设置”部分。 你将在此为组织管理 Power BI 高级容量。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power-bi-embedded/create-capacity


设设置新容量置新容量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对 Power BI Premium 而言，选择“容量设置”将默认转到容量管理屏幕。

V 核心数将反映使用量以及可用于创建容量的数量。 可供组织使用的 V 核心数量取决于所购买的 高级 SKU。 例
如，购买 P3 和 P2 将获得 48 个可用核心，其中 32 个核心来自 P3，16 个核心来自 P2。

如果有可用的 V 核心，可通过执行以下操作设置新容量。

1. 选择“设置新容量”。

2. 为容量命名。

3. 定义此容量的容量管理员。

容量管理员不需要是 Power BI 管理员或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高级容
量管理员

4. 选择容量大小。 可用选项取决于拥有的可用 V 核心数。 无法选择大于拥有的可用核心数的选项。



容量容量设设置置

5. 选择“设置”。

容量管理员以及 Power BI 管理员和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随后将看到该容量在管理门户中列出。

在高级容量管理屏幕中，可以在操作中选择“齿轮图标（设置）”。 可通过它重命名或删除容量。 它还将显示服务管
理员名单、容量的SKU/大小以及该容量所在的区域。



NOTENOTE

更改容量大小更改容量大小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中管理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设置。

Power BI 管理员和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通过选择“更改容量大小”来更改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大小。 如果
容量管理员不是 Power BI 管理员或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将无法使用此选项。

通过“更改容量大小”屏幕，可以升级或降级容量大小（如果有可用的资源）。 只要管理员具有必需的 V 核心数，他
们就可以创建节点、调整节点大小和删除节点。

无法将 P SKU 降级至 EM SKU。 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提供说明的禁用选项上。



容量分配容量分配

用用户权户权限限

NOTENOTE

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容量名称来管理该容量。 此操作将使你转到容量管理屏幕。

如果没有给该容量分配工作区，将看到一条允许“分配工作区”的消息。

可以为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分配其他容量管理员。 还可以分配将拥有容量分配权限的用户。 如果具有分配权
限的用户是某个应用工作区的管理员，那么他们可以将该工作区分配给容量。 还可以将个人的“我的工作区”分配
给容量。 具有分配权限的用户不能访问管理门户。

对于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中分配容量管理员。



将工作区分配到容量

管理管理门户门户中的容量管理中的容量管理

有几种方式可以将工作区分配到容量。

容量管理员以及 Power BI 管理员和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可以在管理门户中的高级容量管理部分批量分配工
作区。 管理一个容量时，将看到“工作区”部分，可在此进行工作区分配。

所所选选内容内容 说说明明

整个组织的工作区 将整个组织的工作区分配到高级容量，会把组织中的所

有“应用工作区”和“我的工作区”分配到这个高级容量。 此
外，当前和未来的所有用户都将有权向此容量重新分配个

别工作区。

按用户分配的特定工作区 按用户或按组分配工作区时，这些用户拥有的所有工作区

都将被分配到高级容量，包括用户的个人工作区。 所述的
用户自动获得工作区分配权限。

包括已分配到不同容量的工作区。

1. 选择“分配工作区”。 这列在多个位置，并执行相同的任务。

2. 选择“整个组织的工作区”或“按用户分配的特定工作区”。

3. 选择应应用用。

此选项不允许向容量分配特定工作区。



应应用工作区用工作区设设置置

监视容量使用情况

还可以从某个应用工作区的设置中将该应用工作区分配到高级容量。 若要为高级容量分配一个应用工作区，请执
行以下操作。

若要将工作区移入容量，必须具备该工作区的管理员权限以及该容量的容量分配权限。 请注意，工作区管理员始
终可以从高级容量中删除工作区。

1. 通过选择“省略号 (...)”和“编辑工作区”，编辑一个应用工作区。

2. 在“编辑工作区”内，展开“高级”。

3. 如果已获得对任何容量的容量分配权限，可以选择为这个工作区开启“高级”。

4. 选择希望将此应用工作区分配到哪个容量。

5. 选择保存保存。

保存后，工作区及其所有内容都会被迁移到高级容量，这不会影响最终用户的任何体验。

对于每个容量，可看到 CPU、内存使用情况、内存抖动和直接查询的使用情况度量。 建议保留这些指标的选项
卡，确保用户体验到良好的容量性能：



NOTENOTE

指指标标 说说明明

CPU CPU 使用率超过 80% 的次数。

内存抖动 表示后端核心的内存压力。 具体而言，这一指标指示因使用多
个数据集产生的内存压力，而从内存清除数据集的次数。

内存使用情况 平均内存使用量，以千兆字节 (GB) 表示。

DQ/秒 直接查询和实时连接数超过限制的 80% 的次数。 

* 我们限制 DirectQuery 的总数和每秒实时连接查询数。

* 限制如下：P1、P2、P3 分别为 30/s、60/s 和 120/s。

* 直接查询和实时连接查询数计入上述限额。 例如，如果一秒
内有 15 个 DirectQueries 和 15 次实时连接，则达到限制。

* 这同样适用于本地连接和云连接。

在 Azure 门户中监视 Power BI Embedded 容量的使用情况。

指标反映的是过去一周的利用率。 如果想要查看更详尽的指标视图，可单击任意摘要磁贴进行查看。 此操作将调
出详细图表，显示高级容量的每个指标。 这些图表过去一周内每小时汇总一次，有助于在高级容量可能出现特定
的性能相关事件时进行隔离。



高级容量的用户体验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

也可将指标的基础数据随意导出到 csv 文件。 导出后，过去一周每天每隔三分钟即显示一次详细信息。

大多数情况下，用户甚至不需要知道他们处于高级容量中。 其仪表板和报表还会正常工作。 作为一个可视化提
示，你将看到高级容量中的工作区旁有一个的菱形图标。

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中的“容量设置”选项卡中，可以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产品密钥。 这将仅适用于全局管
理员或分配有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的用户，且前提是购买了 Power BI Premium SKU。



后续步骤

选择“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密钥”将显示包含产品密钥的对话框。 可以复制该密钥并用来进行安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与用户共享已发布的应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中创建和分发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支持大型数据集
2018/6/27 • • Edit Online

最佳做法

SKU .PBIX 大小大小

P1 < 3 GB

P2 < 6 GB

P3 最多 10 GB

后续步骤

Power BI Premium 支持上传大小不超过 10 GB 的 Power BI Desktop (.pbix) 文件。 上传后，数据集可被刷新为不超
过 12 GB 的大小。 要使用大型数据集，请将其发布到分配给高级容量的工作区。

本节介绍处理大型数据集的最佳做法。

根据你的容量，大型模型可能会非常耗费资源；对于任何大于 1 GB 的模型，我们建议至少使用 P1 SKU。 下表介绍
了适合各种 .pbix 大小的建议 SKU 型号：

.pbix 文件表示处于高度压缩状态的数据。 数据在加载到内存中时可能会多次扩展，并且在数据刷新期间可能会在
内存中再次扩展数次。

对大型数据集进行计划的刷新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并且会占用大量资源。 因此，不要安排太多的重叠刷新。 另外，
还要注意，对于此容量中的所有数据集，计划的刷新作业的超时时间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四个小时。

如果自从上次使用数据集以来已经过一段时间，则大型数据集的初始报表加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模型已加载

到高级容量的内存中。 需要较长时间加载的报表的加载条可显示加载进度。

如果你从高级容量中删除工作区，则模型和所有关联的报表和仪表板将不起作用。

尽管高级容量中的每个查询内存和时间约束要高得多，但强烈建议使用筛选器和切片器来将视觉对象限制为仅显示

必要的内容。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白皮书
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large-datasets.md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中的增量刷新
2018/8/16 • • Edit Online

如何使用增量刷新

在在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中中筛选筛选大型数据集大型数据集

RangeStart RangeStart 和和  RangeEnd  RangeEnd 参数参数

增量刷新功能可在 Power BI Premium 服务中启用大型数据集，且具备以下优势：

刷新速度更快。刷新速度更快。  仅已更改的数据需要刷新。 例如，只刷新 10 年数据集中最近 5 天的数据。

刷新更可靠。刷新更可靠。  例如，无需维护与不稳定的源系统的长期连接。

资资源消耗更少。源消耗更少。  要刷新的数据量减少，这降低了内存和其他资源的整体消耗。

增量刷新策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进行定义，并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后即刻应用。

首先启用预览版功能中的增量刷新。

Power BI Desktop 可能不适合处理具有数十亿行的大型数据集，因为该软件通常受到用户台式电脑上可用资源的
限制。 因此，这些数据集通常在导入时进行筛选以适应 Power BI Desktop。 不管是否使用增量刷新，情况都将如
此。

要利用 Power BI 服务中的增量刷新，需要使用名称为 RangeStart 和 RangeEnd 的 Power Query 日期/时间参数进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incremental-refresh.md


行筛选（其中名称为保留名称且不区分大小写）。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选择“管理参数”以使用默认值定义参数。

借助已定义的参数，可通过为列选择“自定义筛选器”菜单选项来应用筛选。



TIPTIP

当列值在 RangeStart 上或其后且在 RangeEnd 之前时，请务必筛选行。

虽然参数的数据类型必须是日期/时间，但可进行转换以符合数据源的要求。 例如，下面的 Power Query 函数将日期/时间值转
换为类似于 yyyymmdd 形式的整数代理键，这对数据仓库而言非常常见。 此函数可通过筛选步骤调用。

(x as datetime) => Date.Year(x)*10000 + Date.Month(x)*100 + Date.Day(x)

在 Power Query 编辑器中选择“关闭并应用”。 必须具备 Power BI Desktop 中数据集的子集。



NOTENOTE

定定义义刷新策略刷新策略

““增量刷新增量刷新””对话对话框框

发布后，Power BI 服务会自动替代参数值。 无需在数据集设置中进行设置。

除实时连接模型外，表格的上下文菜单中提供增量刷新功能。

显示“增量刷新”对话框。 通过切换启用对话框。



NOTENOTE

刷新范刷新范围围

如果表格的 Power Query 表达式未引用具有保留名称的参数，则禁止切换。

标头文本说明了以下内容：

仅可在高级容量的工作区中使用增量刷新功能。 刷新策略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定义的，通过服务中的
刷新操作进行应用。

即使能够从 Power BI 服务下载包含增量刷新策略的 PBIX 文件，也不可 Power BI Desktop 中打开该文件。
该文件即将取消下载。 虽然未来可能会支持此功能，但请记住，这些数据集可能变得很大，以至于无法在典
型的台式电脑中下载和打开它们。

以下示例定义了一个刷新策略，用于存储总共 5 年的数据，并以增量方式刷新 10 天的数据。 如果每天都要刷新数
据集，则如下执行每个刷新操作。

添加新的一天的数据。

刷新截至当前日期的 10 天的数据。

删除比当前日期早 5 年的日历年的数据。 例如，如果当前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则删除 2013 年的数
据。

Power BI 服务中的第一次刷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导入全部 5 年的数据。 随后的刷新用时可能很少。



检测检测数据更改数据更改

如果上述范围的定义是你所需的全部内容，可直接转到下面的发布步骤。其他下拉菜单适用于高级功能。

10 天的增量刷新当然比 5 年的完全刷新更有效。 但是，我们可能能够进一步改进。 如果选中“检测数据更改”复选
框，则可选择用于仅标识和刷新数据更改日期的日期/时间列。 此操作假定源系统中存在通常用于审核的列。 将针
对增量范围中的每个周期评估此列的最大值。 如果自上次刷新后未更改，则无需刷新周期。 在示例中，这可将增量
刷新的天数从 10 天进一步减少到 2 天。



TIPTIP

仅仅刷新完成周期刷新完成周期

当前的设计要求将用于检测数据更改的列保留并缓存到内存中。 可能需要考虑采用以下某项技术来降低基数和内存消耗。

刷新时仅保留此列的最大值（可能是通过 Power Query 功能实现）。

根据刷新频率要求，将精度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我们计划在未来让用户能够针对数据更改检测进行自定义查询的定义。 这可用于完全避免保留列值。

假设计划每天凌晨 4:00 运行刷新。 如果在这四个小时期间源系统中出现数据，则无需进行刷新。 对于某些天数而
言，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每日桶数等一些业务指标毫无意义。

再比如刷新财务系统中的数据，其中前一个月的数据在该月的第 12 个公历日获得批准。 可将增量范围设置为 1 个
月，并安排在该月的第 12 天运行刷新。 选中此选项后，系统将在 2 月 12 日刷新 1 月份的数据。



NOTENOTE

发布到服务

服务中的刷新操作在 UTC 时间下运行。 这可确定生效日期并对完成周期造成影响。 我们计划添加用于替代刷新操作生效日期
的功能。

由于增量刷新是高级版专用功能，因此发布对话框仅允许选择高级容量上的工作区。



查询超时

let
    Source = Sql.Database("myserver.database.windows.net", "AdventureWorks", [CommandTimeout=#duration(0, 2, 
0, 0)]),
    dbo_Fact = Source{[Schema="dbo",Item="FactInternetSales"]}[Data],
    #"Filtered Rows" = Table.SelectRows(dbo_Fact, each [OrderDate] >= RangeStart and [OrderDate] < RangeEnd)
in
    #"Filtered Rows"

现可刷新模型。 首次刷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导入历史数据。 后续刷新使用增量刷新功能，因此速度可能大幅提
升。

若要了解超时值如何对 Power BI 服务中的刷新操作进行限制，请参阅刷新方案故障排除一文。 查询还受到数据源
的默认超时值的限制。 大多数关系源允许重写 M 表达式中的超时值。 例如，以下表达式通过 SQL Server 数据访
问函数将其设置为 2 小时。 策略范围定义的每个周期提交一个查询，以观察命令超时设置。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bi/refresh-troubleshooting-refresh-scenarios
https://msdn.microsoft.com/query-bi/m/sql-database


Power BI Premium 中的多地理位置支持（预览）
2018/7/31 • • Edit Online

使用 Multi-Geo

Multi-Geo（多地理位置）是一项 Power BI Premium 功能，可帮助跨国客户解决地区、特定于行业或组织的数据驻留
要求。 作为 Power BI Premium 客户，可以将内容部署到除 Power BI 租户主区域以外区域的数据中心。 可以选择将
内容部署到以下任何地区：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欧洲

日本

印度

亚太

澳大利亚

一个地区 (geography) 可以包含多个区域。 例如，美国是一个地区，而美国中西部和美国中南部都是美国的区域。

Multi-Geo 不适用于 Power BI Germany、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Power BI China 或 Power BI 美国政府版。

对于新容量，可以通过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除默认区域以外的区域来启用 Multi-Geo。 每个可用容量显示它当前所在
的区域，如美国中西部。

创建容量后，它仍然在此区域，并且任何创建的工作区都将其内容存储在该区域。 可以通过工作区设置屏幕上的下
拉列表将工作区从一个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remium-multi-geo.md


查看容量区域

更改区域的现有内容

你会看到此消息以确认更改。

在此次迁移过程中，不需要重置网关凭据。 当它们存储在高级容量区域后，将需要在迁移时进行重置。

在迁移期间，某些操作可能会失败，例如发布新的数据集或已计划的数据刷新。

启用 Multi-Geo 时，以下各项存储在高级区域中：

针对导入和直接查询数据集的模型（.ABF 文件）
查询缓存

R 图像

这些项将保留在租户的主区域中：

推送数据集

Excel 工作簿
仪表板/报表元数据：例如，磁贴名称、磁贴查询
针对网关查询或计划刷新作业的服务总线

权限

数据集凭据  

在管理门户中，可以查看 Power BI 租户的所有容量，以及它们当前所在的区域。



将内容移出 Multi-Geo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如果需要更改区域的现有内容，有两个选项。

创建第二个容量和移动工作区。 只要租户具有备用的 V 核心，免费用户就不会遇到任何停机时间。
如果创建第二个容量不可行，则可以暂时将内容从高级容量中移回到共享容量。 不需要额外的 V 核心，但免费
用户会遇到一定的停机时间。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将工作区移出 Multi-Geo 容量：

删除工作区所在的当前容量。 这会使工作区移回到主区域中的共享容量。
将各个单独工作区移回到主租户中的高级容量。

在启动数据传输之前，确认在区域之间发起的任何移动都遵循所有企业和政府的合规性要求。

存储在远程区域中的缓存查询将停留在该区域内。 然而，传输中的其他数据可能在多个地区之间来回切换。

当在 Multi-Geo 环境中将数据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时，源数据可能保留在从中移出数据的区域内达 30
天。 在此期间，最终用户无权访问该数据。 该数据会在 30 天内从该区域中删除并销毁。

一般情况下，Multi-Geo 不会促进性能提升。 加载报表和仪表板仍涉及到对主区域元数据的请求。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2018/8/2 • • Edit Online

Power BI Premium

浏览有关 Power BI Premium 服务的常见问题和解答列表。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请尝试询问 Power BI 社区。
仍有问题？ 请访问 Power BI 支持页。

或单击此浏览器窗口右下角的联联系我系我图标 。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是一项基于容量的新服务，它具有以下特色：

可用于灵活地在整个企业内发布报表，而无需按用户分别向每个收件人授予许可。

Power BI 服务的专用容量可扩大规模并提高性能。
能够通过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在本地维护 BI 资产。
拥有一个 API 外围、一组一致的功能以及对最新嵌入式分析功能的访问权限。

Power BI Premium 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Power BI Premium 包含 Power BI 服务专门向各组织分配的容量，这些容量受完全由 Microsoft 管理的专用硬件支
持。 组织可以选择在整个企业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应用专用容量，也可以基于用户数量、工作负荷需求或其他因素将
专用容量分配给指定工作区，然后根据需求变化增加或减少容量。

Power BI Pro 与 Power BI Premium 有何不同？为什么 Power BI Premium 是必要的？
Power BI Premium 是基于容量的许可证，而 Power BI Pro 的是基于用户的许可证。

Power BI Premium 包含 Power BI 服务专门向各组织分配的容量，这些容量受完全由 Microsoft 管理的专用硬件支
持 - 取消对数据集大小和刷新率的限制，因专用硬件而支持隔离。 使用 Power BI Premium，还可灵活地在整个企
业内发布报表，而无需按用户分别向每个收件人授予许可。

而 Power BI Pro 可供用户发布报表、共享仪表板、在工作区内与同事协作以及进行其他相关活动，例如：

编辑和保存自定义视图

创建个人仪表板（固定到新仪表板）

分析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通过 Excel Web 应用支持实现共享
共享仪表板并与 Office 365 组协作
与 Microsoft Teams 集成内容

是否需要 Power BI Pro 才可使用 Power BI Premium？
是的。 需要使用 Power BI Pro 来发布报表、共享仪表板、在工作区内与同事协作和进行其他相关活动。

Power BI Premium 的费用是多少？将会提供多少 SKU？
可根据虚拟核心数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可在 Power BI 定价页中查看价格。 有关节点和虚拟核心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还可使用此计算器估算所需 Premium 容量。

“容量”是什么意思？
“容量”是指管理员通过 Power BI Premium 容量管理门户预配的命名容量。 容量是由一个或多个节点组成的分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Power BI Premium 怎样计费？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faq.md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support/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pricing/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场场景景  1 场场景景  2 场场景景  3 场场景景  4

组织/部门希望每个员工都有
自助式 BI 并且相互协作 - 共
享仪表板、进行即席分析和

发布报表

组织/部门中既包含需要自助
式 BI 和协作的用户，也包含
只需要使用 BI 内容的用户

组织/部门中的用户需要自助
式 BI 和协作，还需要在本地
保留报表

财务部门将赶在发布盈利公

告前积极分析数个大型数据

集，并且需要不受限制的隔

离容量来管理工作负荷

解决方案：

1.每个用户都使用 Power BI
Pro

2.考虑扩大添加 Power BI
Premium 的机会 – 请参阅其
他场景

解决方案：

1.需要自助式 BI 和协作的用
户使用 Power BI Pro

2.添加 Power BI Premium，
以便能够将 BI 内容分发给只
需使用这些内容的用户

解决方案：

1.需要自助式 BI 和协作的用
户使用 Power BI Pro

2.添加 Power BI Premium，
以便用户能够在本地发布报

表，然后随时将报表移动到

云

解决方案：

1.财务部门中的每个用户都
使用 Power BI Pro

2.添加 Power BI Premium，
以便只有财务团队才可使用

云中的专用资源，从而扩大

规模并提高性能

Power BI Premium 在做出年度承诺的基础上按月计费。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可在 O365 管理中心内将 Power BI Premium 作为 Power BI Pro 的附加内容进行购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如
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还可以与 Microsoft 代表联系，了解详细信息。

我如何知道需要购买多少 Power BI Premium 容量？
使用此费用计算器估算所需 Power BI Premium 容量。

Power BI Premium 何时发布？它是否同时在所有地区发布？
Power BI Premium 将于 2017 年第二季度末在 Power BI 服务当前支持的所有地区公开发布。

在发布时，Power BI Premium 是否会满足认证和法规符合性要求？国家云又是怎样的？
Power BI Premium 将于 2017 年第二季度末在 Power BI 服务当前支持的所有地区公开发布。 计划于 2017 年第
三季度发布国家云 - 特别是德国、中国和美国政府的国家云。 在正式发布时，Power BI 的认证和法规符合性标准
将适用于 Power BI Premium。

是否可随 Office 365 E5 一起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可作为 Power BI Pro 的附加内容购买。 Office 365 E5 中包括 Power BI Pro。 E5 客户可将
Premium 作为其现有 Pro 许可证的附加内容进行购买。

你是否可以概述使用 Power BI Pro 和 Power BI Premium 满足组织的现代 BI 需求的场景？
以下示例概述了客户怎样使用 Power BI Pro 和 Power BI Premium 的组合来满其 BI 需求。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这是否意味着使 Power BI 在本地可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作为 Power BI Premium 的一部分提供，它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兼容，可
用于在组织防火墙边界内在本地部署和分配交互式 Power BI 报表和分页报表。 组织可以选择在云中使用 Power
BI，也可以通过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将报表保留在本地，然后随时移动到云。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中不提供 Power BI 功能（如实时仪表板、自然语言查询以及 Power BI 服务中的其他功能）。

有关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功能是否曾由 Microsoft 作为用于 SSRS 技术预览版的 Power BI 报表的形式提供？为什
么它曾经似乎是 SQL 的功能，但是现在却是 Power BI 的一部分？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作为 Power BI Premium 的一部分提供，它与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兼容，可
用于在组织防火墙边界内在本地部署和分配交互式 Power BI 报表和分页报表。

我们在 Power BI Premium 公告中首次披露了会如何将这个功能投放市场。

有关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什么是 Power BI 应用？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calculator/


Power BI（免费）

我们将内容包扩展为 Power BI 应用，改进用户从企业层面上发现和探索见解的方法。 Power BI 应用现已可用，它
简化了向指定人员、组或整个组织部署仪表板和报表的方式。 所有内容集中在一个位置并且自动更新，业务用户可
轻松安装并导航这些引用。

有关应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中的应用有哪些？。

在推出 Power BI Premium 的过程中，是否会对 Power BI Pro、Power BI（免费）和 Power BI Desktop 等进行更
改？

现在，我们还在精简 Power BI Pro 和免费服务之间的区别。 我们收到的反馈表明，虽然免费服务供个人使用而
Power BI Pro 可实现协作，但是它们的功能区别仍使用户感到困惑。 今后，我们将改进免费服务，使其与 Power BI
Pro 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共享和协作功能仅可供 Power BI Pro 用户使用。

免费 Power BI 服务用户将受益于对所有数据源的访问权限、工作区存储限制增大以及刷新率和流式处理速率提
高。 这些更改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生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助注册 Power BI。 Power BI Desktop 仍可供
免费使用。

有关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免费服务中将添加哪些功能？

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免费服务将具有除共享、企业分发和协作之外的所有 Power BI Pro 功能。 这包括相同
的 10 GB 工作区限制、最多 8 次每日数据集计划刷新和最高 1M/小时的数据流式处理速率。 还包括对所有数据源
（包括通过本地数据网关提供的数据源）的访问权限。

免费服务不提供哪些 Power BI Pro 功能？
对等仪表板共享、应用工作区（以前称为组工作区）、分析 Excel 和 Power BI 应用中的数据（除非受 Premium 容量
支持）是仅限于 Power BI Pro 的功能。

这些更改何时生效？

对免费服务的更改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生效。

受影响的免费服务用户将如何收到有关这些更改的通知？

受 2017 年 6 月 1 日更改影响的免费服务活动用户将收到 Microsoft 发出的电子邮件通知，同时，从 2017 年 5 月
3 日开始，这些用户在登录 Power BI 服务时也会收到通知。

在过去一年保持活动状态的免费服务现有用户可以享受延长了 12 个月的 Power BI Pro 免费试用优惠。 该优惠将
提供 Power BI Pro 的完整功能，确保用户有充足的时间适应使用服务的方式。 有关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届时用户会失去对其内容（仪表板、报表）的访问权限吗？

不行。 他们仍可访问以前上传到 Power BI 服务的任何内容。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收件人可能将无法再访问与
他人共享的内容。 同样，届时他们可能也无法再访问他人提供的共享内容。

在过去一年保持活动状态的免费服务现有用户可以享受延长了 12 个月的 Power BI Pro 免费试用优惠。 该优惠将
提供 Power BI Pro 的完整功能，确保用户有充足的时间适应使用服务的方式。 有关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用户如何知道他们是否有资格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
请参阅延长 Pro 试用期的条款和条件。

有关延长 Pro 试用期优惠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如果用户不符合延长 Power BI Pro 试用期的资格该怎么办？
在此处注册标准的 60 天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引入 Power BI Premium 是否会更改免费服务的功能？
有权访问 Power BI Premium 专用容量的免费服务用户将能够接收 Power BI Pro 用户通过发布的应用向他们分发

https://aka.ms/power-bi-trial
https://app.powerbi.com/signupredirect?pbi_source=web


Power BI Pro

Power BI Embedded

许许可可协议协议 POWER BI EMBEDDED 的可用性的可用性

企业协议 现有协议到期前

直接和 CSP Power BI Premium 公开上市一年后

的内容。

Power BI Pro 有哪些更改？
Power BI Pro 不会有任何更改。

Office 呢 – Power BI Pro 仍包含在 Office 365 E5 中吗？
是的。 Power BI Pro 将继续包含在 Office 365 E5 中。

如果我想切换到 Power BI Premium，可以选择返回 Power BI Pro 许可证吗？
不行。 Power BI Premium 是 Power BI Pro 的附加内容，因此 Premium 需要 Pro 许可证。

为什么 Power BI Pro 是必要的？难道不该只购买 Power BI Premium 吗？
Power BI Premium 是基于容量的许可证，而 Power BI Pro 是基于用户的许可证，可供需要协作、仪表板共享、即
席分析和报表发布的用户快速轻松地进行自助分析，并具有以下功能：

编辑和保存自定义视图

创建个人仪表板（固定到新仪表板）

分析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
通过 Excel Web 应用支持共享和查看 Excel 工作簿
共享仪表板并与 Office 365 组协作
与 Microsoft Teams 集成内容

Power BI Embedded 有什么更改？
Power BI Embedded 是 Power BI Premium 的一部分，我们会将它融入 Power BI 服务，以提供一个 API 外围、一
组一致的功能以及对最新功能的访问权限。 我们鼓励想要在应用中嵌入 Power BI 的用户从 Power BI Desktop 开
始，然后向通过 Power BI Premium 进行部署发展。

Power BI Premium 对在应用中嵌入分析有什么好处？
Power BI Premium 是一种基于容量的服务，它在专用硬件上运行，并且作为 Power BI 服务的一部分完全由
Microsoft 管理。 对于应用程序开发生命周期，Power BI Premium 将提供许多新的好处，例如可预测的灵活成本、
针对开发人员进行了改进的内容管理和对嵌入方案完全可用的 Power BI 功能。

我是否需要迁移基于 Power BI Embedded 生成的现有应用？
Power BI Embedded 将会按照以下计划继续支持现有应用：

是的，应开始考虑将嵌入式分析解决方案迁移到 Power BI Premium。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如何将 Power BI
Embedded 工作区集合内容迁移到 Power BI。

如何迁移基于 Power BI Embedded 生成的现有应用？
有关迁移应用的指导，请参阅迁移文档。

Microsoft 会违背对 Power BI Embedded 免费的承诺吗？
在以前的模型中，我们提供有限的会话数用于开发和测试。 在新方案中，客户仍可按自己的方式继续免费开始开发
和测试，直至可投入生产。 客户可享受 2 个月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这有助于实现开发和测试入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浏览和报表编写工具将继续免费提供。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后续步骤

Power BI Embedded 仍然是 Azure 服务吗？将在哪里购买、预配和管理 Power BI Embedded？
Power BI Embedded 将融入 Power BI 服务，因此将来将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购买、预配和管理。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使用 Power BI 嵌入。

Power BI Desktop 有哪些更改？
Power BI Desktop 没有任何更改。

为什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包含在 Power BI Premium 中，而不是单独售卖？
Power BI Premium 能够通过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在本地维护 BI 资产。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是一个本地服务器，
可用于完全在组织防火墙边界内部署和分发交互式 Power BI 报表和分页报表。 使用 Power BI Premium，可通过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本地部署与组织在云中预配的相同数量的虚拟核心，而无需拆分容量。 组织可以选择在云中
使用 Power BI，也可以通过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将报表保留在本地，然后随时移动到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使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客户可如何访问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可通过 Power BI Premium 提供，也可通过具有 EE 和 SA 的 SQL Server 客户的权益提供。
请联系 Microsoft 代表，了解详细信息。

为什么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不是作为 SQL Server Standard 或 SQL Server Enterprise 用户的权益提供？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提供给有 EE 和 SA 许可证的 SQL Server 用户，也可通过 Power BI Premium 购买。 Power
BI 是一种 SaaS 服务，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将遵循基于订阅的相同交付模型。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规划 Power BI Enterprise 部署白皮书
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aka.ms/pbienterprisedeploy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2018/7/17 • • Edit Online

后续步骤

以下是 Power BI Premium 的发行说明，Power BI Premium 具有专用容量，可为组织或团队提供更可靠的性能、更
大的数据量，并且支持在不具有每用户许可证的情况下为查看者分发内容。

所有用户（无论其分配的许可证为何）现在都可以在 Power BI 服务的高级工作区中查看与他们共享的仪表板。
容量管理员现在可以自动获取容量分配权限。

动态行级别安全性 (RLS) 现在适用于嵌入的用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具有嵌入式分析的行级别安全性
(RLS)。
目前不支持使用 powerbi.com 将 Power BI 应用分发给其他 AAD 租户中的用户。 我们正在努力对此进行改进。
个人网关用户必须升级到最新版本才能继续在 Power BI Premium 工作区中刷新数据。
初始版本的 Power BI Premium 容量不支持导入超过 1 GB 的数据集。 我们正在努力对此进行改进。
用户必须先至少登录一次 Power BI 服务，才能分配到容量管理员身份或获得工作区分配权限。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遇到以下情况：每秒执行的直接查询/实时连接查询数超过了容量 SKU 中包含的查询数。 不
应依靠超过容量 SKU 中包含数量的吞吐量。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Microsoft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premium-release-notes.md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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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embed/PQRbdJgEm3k?showinfo=0

使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分配角色

了解如何在组织中使用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可以向应有权访问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用户分配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但并未向其授予其他 Office 365 管
理访问权限。 例如，全局管理员角色。 这适合分配给负责为组织管理 Power BI 的人员。

Office 365 用户管理员可以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或通过 PowerShell 脚本，将用户分配为 Power BI 管理员。 分
配为管理员后，用户便可以访问 Power BI 管理门户。 在管理门户中，用户可以访问整个租户范围内的使用情况指
标，并能控制整个租户范围内的 Power BI 功能使用情况。

若要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为用户分配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然后依次选择“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2. 选择要向其分配角色的用户。

3. 选择相应角色旁边的“编辑编辑”。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rol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QRbdJgEm3k?showinfo=0


使用 PowerShell 分配角色

下下载载  Azure AD PowerShell  Azure AD PowerShell 模模块块

用于向成用于向成员员添加角色的命令添加角色的命令

4. 依次选中“自定自定义义管理管理员员” > “Power BI 服服务务管理管理员员”

5. 选择保存保存。

此时，系统应该会列出相应用户拥有的“Power BI 服服务务管理管理员员”角色。 他们现在将有权访问 Power BI 管理门户。

若要运行 PowerShell 命令，必须安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模块。

下载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版本 2

下载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版本 1.1.166.0 GA

Azure AD PowerShell v2 命令命令

需要为 Power BI 服服务务管理管理员员角色获取 ObjectId。 可以运行 Get-AzureADDirectoryRole 获取 ObjectId

https://github.com/Azure/azure-docs-powershell-azuread/blob/master/Azure AD Cmdlets/AzureAD/index.md
http://connect.microsoft.com/site1164/Downloads/DownloadDetails.aspx?DownloadID=59185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d/v2/get-azureaddirectoryrole


PS C:\Windows\system32> Get-AzureADDirectoryRole

ObjectId                             DisplayName                        Description
--------                             -----------                        -----------
00f79122-c45d-436d-8d4a-2c0c6ca246bf Power BI Service Administrator     Full access in the Power BI Service.
250d1222-4bc0-4b4b-8466-5d5765d14af9 Helpdesk Administrator             Helpdesk Administrator has access to 
perform..
3ddec257-efdc-423d-9d24-b7cf29e0c86b Directory Synchronization Accounts Directory Synchronization Accounts
50daa576-896c-4bf3-a84e-1d9d1875c7a7 Company Administrator              Company Administrator role has full 
access t..
6a452384-6eb9-4793-8782-f4e7313b4dfd Device Administrators              Device Administrators
9900b7db-35d9-4e56-a8e3-c5026cac3a11 AdHoc License Administrator        Allows access manage AdHoc license.
a3631cce-16ce-47a3-bbe1-79b9774a0570 Directory Readers                  Allows access to various read only 
tasks in ..
f727e2f3-0829-41a7-8c5c-5af83c37f57b Email Verified User Creator        Allows creation of new email verified 
users.

PS C:\Windows\system32> Get-AzureADUser -SearchString 'tim@contoso.com'

ObjectId                             DisplayName UserPrincipalName      UserType
--------                             ----------- -----------------      --------
6a2bfca2-98ba-413a-be61-6e4bbb8b8a4c Tim         tim@contoso.com        Member

参数参数 说说明明

ObjectId 角色 ObjectId。

RefObjectId 成员 ObjectId。

Add-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ObjectId 00f79122-c45d-436d-8d4a-2c0c6ca246bf -RefObjectId 6a2bfca2-98ba-413a-
be61-6e4bbb8b8a4c

Add-MsolRoleMember -RoleMemberEmailAddress "tim@contoso.com" -RoleName "Power BI Service Administrator"

限制和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在此示例中，角色 objectid 为 00f79122-c45d-436d-8d4a-2c0c6ca246bf。

还需要知道用户 ObjectID。 为此，可以运行 Get-AzureADUser。

若要向成员添加角色，请运行 Add-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Azure AD PowerShell v1 命令命令

若要使用 Azure AD v1 cmdlet 向成员添加角色，需要运行 Add-MsolRoleMember 命令。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不提供以下功能。

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修改用户和许可证的功能
访问审核日志的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组织内使用审核。

Power BI 管理门户
Add-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Add-MsolRoleMemb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d/v2/get-azureadus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d/v2/add-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sonline/v1/add-msolrolememb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azuread/v2/add-azureaddirectoryrolemember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sonline/v1/add-msolrolemember


在组织中审核 Power BI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管理 Power BI - 常见问题 (FAQ)
2018/8/2 • • Edit Online

本文内容

注册 Power BI
用用户户如何注册如何注册  Power BI Power BI？？

组织组织中的各个用中的各个用户户如何注册？如何注册？

本文介绍了 Power BI 管理的常见问题。 有关 Power BI 管理的概述，请参阅什么是 Power BI 管理？。

注册注册  Power BI

用户如何注册 Power BI？
组织中的各个用户如何注册？

如何阻止用户加入现有 Office 365 租户？
如何允许用户加入现有 Office 365 租户？
如何验证是否在租户中实施了阻止？

如何阻止现有用户开始使用 Power BI？
如何允许现有用户注册 Power BI？

Power BI 的管理的管理

这会如何更改我当前为组织中的用户管理标识的方式？

我们如何管理 Power BI？
管理 Microsoft 为我的用户创建的租户的过程是怎样的？
如果我有多个域，是否可以控制向其中添加用户的 Office 365 租户？
如何为已注册的用户删除 Power BI？
如何知道新用户加入了我的租户？

我是否还应为任何其他事项做好准备？

我的 Power BI 租户位于何处？
什么是 Power BI SL A（服务级别协议）？

Power BI 中的安全性中的安全性

Power BI 是否满足特定于国家、地区和行业的合规性要求？
Power BI 中安全性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可以通过 Power BI 网站注册 Power BI。 还可以通过 Office 365 管理中心上的购买服务页面进行注册。 当管理员注
册 Power BI 时，他们可以将用户许可证分配给应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

此外，组织中的各个用户能够通过 Power BI 网站注册 Power BI。 当组织中的某个用户注册 Power BI 时，系统会自
动向该用户分配 Power BI 许可证。 了解详细信息

有三种方案可以适用于组织中的用户：

方案 1：组织已具有现有 Office 365 环境，要注册 Power BI 的用户已具有 Office 365 帐户。 在此方案中，如果用户
已在租户（例如，contoso.com）中具有工作或学校帐户，但尚未具有 Power BI，则 Microsoft 只需为该帐户激活计
划，用户会自动收到通知，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服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faq.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IMPORTANTIMPORTANT

如何阻止用如何阻止用户户加入加入现现有有  Office 365  Office 365 租租户户？？

NOTENOTE

如何允如何允许许用用户户加入加入现现有有  Office 365  Office 365 租租户户？？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EmailVerifiedUsers $true

如何如何验证验证是否在租是否在租户户中中实实施了阻止？施了阻止？

方案 2：组织已具有现有 Office 365 环境，要注册 Power BI 的用户没有 Office 365 帐户。 在此方案中，用户在组织
的域（例如，contoso.com）中具有电子邮件地址，但尚未具有 Office 365 帐户。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注册 Power
BI，会自动获得帐户。 这使用户可以访问 Power BI 服务。 例如，如果名为 Nancy 的员工使用其工作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Nancy@contoso.com）进行注册，Microsoft 会自动在 Contoso 的 Office 365 环境中将 Nancy 添加为用户，
并为此帐户激活 Power BI。

方案 3：组织没有连接到你的电子邮件域的 Office 365 环境。 组织无需执行任何管理操作即可利用 Power BI。 用户
会添加到新的仅限云的用户目录中，你可以选择作为租户管理员进行接管并管理他们。

如果组织具有多个电子邮件域，且你希望将所有的电子邮件地址扩展名置于同一个租户中，请先将所有电子邮件地址域添加至

一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然后再注册用户。 没有可在租户创建之后跨租户移动用户的自动机制。 有关此过程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本文后面部分中的如果我有多个域，是否可以控制向其中添加用户的 Office 365 租户？，以及在线的将域添加到
Office 365。

作为管理员，你可以执行一些步骤来阻止用户加入现有 Office 365 租户。 如果阻止此操作，则用户进行注册的尝试
会失败，系统会指示他们与其组织管理员联系。如果已禁用了自动许可证分发（例如 Office 365 教育版（学生、教职
员工和员工）），则无需重复此过程。

这些步骤需要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若要开始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请参阅 PowerShell 入门指南。

若要执行以下步骤，必须安装最新 64 位版本的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选择链接之后，选择运行运行以运行安装程序包。

禁用自禁用自动动租租户联户联接接：使用此 Windows PowerShell 命令可阻止新用户加入托管租户：

针对新用户禁用自动租户加入：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EmailVerifiedUsers $false

针对新用户启用自动租户加入：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EmailVerifiedUsers $true

该阻止行为将阻止组织中的新用户注册 Power BI。 在为组织禁用新注册之前注册 Power BI 的用户仍会保留其许可证。 有关如
何为以前注册过 Power BI 的用户删除对该服务的访问权限的说明，请参阅 [如何删除许可证？] 部分。

若要允许用户加入租户，请运行与以上问题中所述相反的命令。

若要执行以下步骤，必须安装最新 64 位版本的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your-users-and-domain-to-Office-365-6383f56d-3d09-4dcb-9b41-b5f5a5efd611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86814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3629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36297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Get-MsolCompanyInformation | fl allow*

如何阻止如何阻止现现有用有用户户开始使用开始使用  Power BI Power BI？？

NOTENOTE

如何允如何允许现许现有用有用户户注册注册  Power BI Power BI？？

使用以下 PowerShell 脚本。

若要执行以下步骤，必须安装最新 64 位版本的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作为管理员，你可以执行一些步骤来阻止用户注册 Power BI。 如果阻止此操作，则用户进行注册的尝试会失败，系
统会指示他们与其组织管理员联系。如果已禁用了自动许可证分发（例如 Office 365 教育版（学生、教职员工和员
工）），则无需重复此过程。 了解详细信息

对此进行控制的 AAD 设置是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大多数租户会将此设置设置为 true，这意味着它处于
启用状态。 如果你是通过合作伙伴获取 Power BI，则这可能会在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false，这意味着它处于禁用状
态。

若要执行以下步骤，必须安装最新 64 位版本的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1. 你需要首先使用 Office 365 凭据登录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第一行会提示你输入凭据。 第二行连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2. 登录之后，你便可以发出以下命令以查看租户当前是针对哪种类型配置的。

Get-MsolCompanyInformation | fl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3. 可以使用此命令启用 ($true) 或禁用 ($false)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true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标记用于控制组织中的若干用户功能，其中包括用户注册 Azure 权限管理服务的功能。 更改此标志
会影响所有这些功能。

若要允许现有用户注册 Power BI，请运行为以上问题列出的命令，但是传递 true 而不是 false。

若要执行以下步骤，必须安装最新 64 位版本的用于 Windows PowerShell 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模块。

1. 你需要首先使用 Office 365 凭据登录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第一行会提示你输入凭据。 第二行连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2. 登录之后，你便可以发出以下命令以查看租户当前是针对哪种类型配置的。

Get-MsolCompanyInformation | fl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3. 可以使用此命令启用 ($true) 或禁用 ($false)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true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3629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3629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23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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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BI 的管理
这这会如何更改我当前会如何更改我当前为组织为组织中的用中的用户户管理管理标识标识的方式？的方式？

我我们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  Power BI Power BI？？

NOTENOTE

管理管理  Microsoft  Microsoft 为为我的用我的用户创户创建的租建的租户户的的过过程是怎程是怎样样的？的？

如果我有多个域，是否可以控制向其中添加用如果我有多个域，是否可以控制向其中添加用户户的的  Office 365  Office 365 租租户户？？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标记用于控制组织中的若干用户功能，其中包括用户注册 Azure 权限管理服务的功能。 更改此标志
会影响所有这些功能。

如果组织已具有现有 Office 365 环境，并且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具有 Office 365 帐户，标识管理不会更改。

如果组织已具有现有 Office 365 环境，但并非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具有 Office 365 帐户，则我们会在租户中创建用
户并基于用户的工作或学校电子邮件地址分配许可证。 这意味着在任何特定时间所管理的用户数会随着组织中的
用户注册服务而增长。

如果组织没有连接到你的电子邮件域的 Office 365 环境，则管理标识的方式不会发生变化。 用户会添加到新的仅限
云的用户目录中，你可以选择作为租户管理员进行接管并管理他们。

Power BI 提供了一个管理门户，它使你可以查看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提供了指向 Office 365 管理中心的链接以管理
用户和组，并提供了控制租户范围设置的功能。

帐户必须标记为 Office 365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全局管理全局管理员员  ，或者已分配到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才能获取
对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访问权限。 若要详细了解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请参阅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管理门户。

如果 Microsoft 创建了某个租户，则你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声明并管理该租户：

1. 通过注册 Power BI（使用与你要管理的租户域匹配的电子邮件地址域）来加入租户。 例如，如果 Microsoft 创
建了 contoso.com 租户，你需要使用以 @contoso.com 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加入此租户。

2. 通过验证域所有权来声明管理员控制权：处于租户中之后，你可以通过验证域所有权将自己提升为 全局管理
员 角色。 为此，请执行以下步骤：

NOTENOTE

a. 转到 https://portal.office.com。

b. 在左上方选择应用启动器图标，然后选择管理管理员员。

c. 阅读成成为为管理管理员员页面上的说明，然后选择是，我想成是，我想成为为管理管理员员。

如果此选项未出现，则已存在 Office 365 管理员。

如果不执行任何操作，则会为每个用户电子邮件域和子域都创建一个租户。

如果你希望所有用户都处于相同租户中（不考虑其电子邮件地址扩展）：

提前创建目标租户，或使用现有租户，添加你希望在该租户中合并的所有现有域和子域。 随后电子邮件地址以这
些域和子域结尾的所有用户都会在注册时自动加入目标租户。

https://portal.office.com


  

  

  

  

  

  

  

IMPORTANTIMPORTANT

如何如何为为已注册的用已注册的用户删户删除除  Power BI Power BI？？

NOTENOTE

如何知道新用如何知道新用户户加入了我的租加入了我的租户户？？

我是否我是否还应为还应为任何其他事任何其他事项项做好准做好准备备？？

我的我的  Power BI  Power BI 租租户户位于何位于何处处？？

什么是什么是  Power BI SLA Power BI SLA？？

Power BI 中的安全性
Power BI Power BI 是否是否满满足特定于国家、地区和行足特定于国家、地区和行业业的合的合规规性要求？性要求？

Power BI Power BI 中安全性的工作原理是怎中安全性的工作原理是怎样样的？的？

后续步骤

创建租户后，则不存在支持将用户跨租户迁移的自动机制。 若要了解有关域添加到单个 Office 365 租户的信息，请参阅将用户
和域添加到 Office 365。

如果用户注册了 Power BI，但是你不再希望他们有权访问 Power BI，在可以为该用户删除 Power BI 许可证。

1. 导航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
3. 找到要删除其许可证的用户，然后选择其名称 > 编辑编辑。
4. 在用户详细信息页面上，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许许可可证证。
5. 取消选中Power BI (免免费费) 或Power BI Pro（具体取决于应用于其帐户的许可证）。
6. 选择“保存”。

也可以对用户执行批量许可证管理。 若要执行该操作，请选择多个用户，然后选择编辑编辑。

已作为此计划的一部分加入租户的用户会分配有唯一的许可证，你可以在管理仪表板中的活动用户窗格内针对它进

行筛选。

若要创建此新视图，请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中，转到用用户户  > 活活动动用用户户，然后在选择视图选择视图菜单上，选择新建新建视图视图。

命名新视图，然后在已分配的已分配的许许可可证证下，选择 Power BI (免免费费) 或 Power BI Pro。 对每个视图只能选择一个许可
证。 如果组织中同时具有 Power BI (免免费费) 和 Power BI Pro 许可证，则你需要创建两个视图。 创建了新视图之
后，你便能够查看租户中已在此计划中注册的所有用户。

你可能会遇到密码重置请求增加的情况。 有关此过程的信息，请参阅重置用户密码。

你可以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中通过标准过程从租户中删除用户。 但是，如果用户仍然具有来自你的组织的活动电
子邮件地址，则他们能够重新加入，除非你阻止所有用户加入。

若要了解有关如何查找 Power BI 租户所处的位置（也称为数据区域），请参阅我的 Power BI 租户位于何处？

有关 Power BI SL A（服务级别协议）的信息，请查阅 Microsoft 许可网站上“许可”部分中的许可条款和文档一文。

若要了解有关 Power BI 合规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信任中心。

Power BI 以 Office 365 的功能为基础而构建，后者进而以 Azure 服务（如 Azure Active Directory）为基础而构建。
有关 Power BI 体系结构的概述，请参阅 Power BI 安全性。

Power BI 管理门户
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dd-your-users-and-domain-to-Office-365-6383f56d-3d09-4dcb-9b41-b5f5a5efd611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Reset-a-users-password-7a5d073b-7fae-4aa5-8f96-9ecd041aba9c
http://www.microsoftvolumelicensing.com/DocumentSearch.aspx?Mode=3&DocumentTypeId=37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5324


自助注册 Power BI
购买 Power BI Pro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Office 365 用户帐户管理
Office 365 组管理
管理 Power BI 和 Office 365 中的组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office-365-user-account-management.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Find-help-about-Groups-in-Office-365-7a9b321f-b76a-4d53-b98b-a2b0b7946de1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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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访问管理门户

通过管理门户允许对组织中的 Power BI 进行租户管理。 它包括诸如使用情况指标、对 Office 365 管理中心的
访问以及设置这类项目。

针对公司的 Power BI 租户管理通过 Power BI 管理门户进行。 Office 365 中的全局管理员或分配有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的用户都可以访问管理门户。 若要详细了解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请参阅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所有用户都将看到齿轮图标下的“管理员门户”。 如果他们不是管理员，他们将只能看到“Premium 设置”部分，
并且将只能看到他们有权管理的容量。

帐户必须标记为 Office 365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全局管理全局管理员员  ，或者已分配到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
角色，才能获取对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访问权限。 若要详细了解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角色，请参阅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若要访问 Power BI 管理门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选择设置齿轮。
2. 选择管理管理门户门户。

该门户中有 6 个选项卡。 下面介绍了这些选项卡。

使用情况指标

用户

审核日志

租户设置

Premium 设置
嵌入代码

组织视觉对象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ortal.md


 使用情况指标

NOTENOTE

管理门户中的第一个选项卡是使用情况指使用情况指标标。 使用情况指标报表使你能够为组织监视 Power BI 中的使用情
况。 通过它还可以查看对于组织，哪些用户和组在 Power BI 中最活跃。

首次访问仪表板时，或在长时间未查看仪表板后再次进行访问之后，你可能会在我们加载仪表板时看到加载屏幕。

仪表板加载之后，你会看到两个部分的磁贴。 第一个部分包含单个用户的使用情况数据，第二个部分包含有关
组织中的组的类似信息。

下面是每个磁贴中显示的内容的细分：

用户工作区中的所有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的非重复计数

按可以进行访问的用户数划分的使用量最大的仪表板。 例如，如果你将 1 个仪表板与 3 个用户共享，并
且还将它添加到 2 个不同用户连接到的内容包，则其计数会是 6 (1 + 3 + 2)



 用户

用户连接到的最受欢迎内容。 这是用户可以通过“获取数据”过程访问的任何内容，如 SaaS 内容包、组织
内容包、文件或数据库。

基于用户具有的仪表板数（他们自己创建的仪表板以及与他们共享的仪表板）的排名靠前用户视图。

基于用户具有的报表数的排名靠前用户视图

第二个部分显示相同类型的信息，不过是基于组。 这使你可以查看组织中最活跃的组以及它们所使用的信息种
类。

借助此信息，你能够真正地深入了解用户在组织中如何使用 Power BI，并能够识别在组织中非常活跃的用户和
组。

管理门户中的第二个选项卡是管理用管理用户户。 针对 Power BI 的用户管理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中进行，因此通过
此部分可以快速访问用于在 Office 365 中管理用户、管理员和组的区域。

单击转转到到  O365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时，你会直接转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登陆页，以便管理租户的用户。



 

 

审核日志

租户设置

管理门户中的第三张选项卡为“审核日志”。 这些日志位于 Office 365 安全与合规中心内。 通过此分区，可在
Office 365 内快速访问该区域。

有关审核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组织中审核 Power BI

管理门户中的第三个选项卡是租租户设户设置置。 租户设置使你可以更好地控制向组织提供的功能。 如果你担心敏感
数据、我们的某些功能可能不适合你的组织，或者你只需要为特定组提供给定的功能。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可
以在租户中关闭它。

例如，默认情况下，每个用户的数据都启用了使用指标并在指标报表中包含内容创建者帐户信息。 如果不希望
某些或所有用户包含此信息，请为特定安全组或整个组织禁用此功能。 帐户信息随后会在报表中显示为“未命
名”。



NOTENOTE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禁用禁用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启用启用

为组织为组织的子集启用的子集启用

可能需要 10 分钟才会使设置对租户中的每个人生效。

根据你提供的设置，设置可以有三种状态。

可以禁用某个功能，使用户不能使用它。

可以为整个组织启用某个功能，这会使所有用户拥有访问该功能的权限。

还可以为组织的一部分启用某个功能。 这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 可以为除特定用户组之外的整个组织
启用功能。

还可以仅为特定用户组启用功能，还可以为某个用户组禁用功能。 这将确保即使某些用户属于允许的组，但仍
没有访问该功能的权限。



  导出和共享设置

向外部用向外部用户户共享内容共享内容

发发布到布到  Web Web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与组织外部的用户共享仪表板。

与外部用户共享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将报表发布到 Web。 了解详细信息



功能功能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启用启用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禁用禁用 特定的安全特定的安全组组

报表“文件”菜单下的“发布到
Web”。

为所有对象启用 向所有对象隐藏 仅向已授权的用户或组显

示。

“设置”下的“管理嵌入代码” 为所有对象启用 为所有对象启用 为所有对象启用

仅向已授权的用户或组显

示“删除”选项。* 
为所有对象启用“获取代
码”。*

管理门户中的“嵌入代码” “状态”将反映以下状态之
一：

* 活动
* 不支持
* 已阻止

状态将显示“已禁用” “状态”将反映以下状态之一：
* 活动
* 不支持
* 已阻止

如果未根据租户设置为某个

用户授权，状态将显示为“侵
权”。

现有的已发布报表 全部已启用 全部已禁用 继续向所有对象呈现报表。

导导出数据出数据

NOTENOTE

将将报报表表导导出出为为  PowerPoint  PowerPoint 演示文稿演示文稿

根据发布到 Web 设置的内容，用户会在 UI 中看到不同的选项。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从磁贴或可视化效果导出数据。 了解详细信息

禁用“导出数据”还会阻止用户使用“在 Excel 中分析”功能，同时也会阻止用户使用 Power BI 服务实时连接。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将 Power BI 报表导出为 PowerPoint 文件。 了解详细信息



打印打印仪仪表板和表板和报报表表

内容包设置

向整个向整个组织发组织发布内容包布内容包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打印仪表板和报表。 了解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向整个组织发布内容包。



创创建模板建模板组织组织内容包内容包

将将应应用推送用推送给给最最终终用用户户

NOTENOTE

集成设置

使用使用  Cortana  Cortana 询问询问有关数据的有关数据的问题问题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创建特定的模板内容包，这些内容包使用基于 Power BI Desktop 中某个数据源生成的数据
集。

你的租户管理员启用在“租户设置”中推送应用的功能。

可以将设置切换为“已启用”，然后指定获取此功能的用户（整个组织或特定安全组）。

请记住，租户设置更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生效。

转到此处以了解有关推送应用的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使用 Cortana 询问有关其数据的问题。



NOTENOTE

结结合使用合使用““在在  Excel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功能和本地数据集功能和本地数据集

NOTENOTE

使用使用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使用使用  Power BI Power BI（（预览预览版）的全局搜索版）的全局搜索

自定义视觉对象设置

为为整个整个组织组织启用自定启用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NOTENOTE

R 视觉对象设置
与与  R  R 视觉对视觉对象象进进行交互并共享行交互并共享

NOTENOTE

审核设置

为实现为实现内部活内部活动审动审核和符合性而核和符合性而创创建建审审核日志核日志

NOTENOTE

此设置应用于整个组织，并且不能限制为特定组。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使用 Excel 查看本地 Power BI 数据集，并与其进行交互。 了解详细信息

禁用“导导出数据出数据 ”还会阻止用户使用“在在  Excel 中分析中分析 ”功能。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使用 Esri 提供的 ArcGIS Maps for Power BI 可视化效果。 了解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使用依赖于 Azure 搜索的的外部搜索功能。 例如，用户可以使用 Cortana 直接从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检索关键信息。 了解详细信息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与自定义视觉对象进行交互并共享。 了解详细信息

此设置应用于整个组织，并且不能限制为特定组。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与使用 R 脚本创建的视觉对象进行交互并共享。 了解详细信息

此设置应用于整个组织，并且不能限制为特定组。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使用审核来监视组织中的其他用户在 Power BI 中执行的操作。 了解详细信息

需要为审核日志条目启用此设置，才能对其进行记录。 启用审核后，最多可能会延迟 48 小时才能查看审核数
据。 如果无法立即查看数据，请稍后检查审核日志。 获取查看审核日志的权限和得以访问日志之间也存在类似
的延迟。

此设置应用于整个组织，并且不能限制为特定组。



 

 

仪表板设置

仪仪表板的数据分表板的数据分类类

NOTENOTE

开发人员设置

在在应应用中嵌入内容用中嵌入内容

Premium 设置

嵌入代码

组织视觉对象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标记仪表板，指示仪表板的安全级别。 了解详细信息

此设置应用于整个组织，并且不能限制为特定组。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在软件即服务 (SaaS) 应用程序中嵌入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禁用此设置将阻止用户使用
REST API 将 Power BI 内容嵌入到其应用程序中。

通过“Premium 设置”选项卡，可以管理已为组织购买的任何 Power BI Premium 容量。 组织中的所有用户将看
到“Premium 设置”选项卡，但如果将他们分配为容量管理员或具有分配权限的用户，他们将只看到其中的内
容。 如果用户没有任何权限，他们会看到以下消息。

有关如何管理 Premium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Power BI Premium。

管理员可以查看针对其租户生成的嵌入代码。 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来查看报表，以及删除嵌入代码以将其撤
消。

使用组织视觉对象选项卡，可以在组织内部署和管理自定义视觉对象，从而在组织中轻松部署专有自定义视觉

对象，使报表作者能够轻松发现这些视觉对象并将其从 Power BI Desktop 直接导入报表。

该页面显示了组织存储库中当前部署的所有自定义视觉对象。



添加新的自定添加新的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WARNINGWARNING

若要将新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添加到列表，请选择“添加自定义视觉对象”

自定义视觉对象可能包含存在安全或隐私风险的代码；在部署到组织存储库之前，请务必信任此自定义视觉对象的作者和

来源。

填写字段：

选择 .pbiviz 文件（必选）：选择要上传的自定义视觉对象文件。 仅支持经版本控制的 API 自定义视觉对象
（阅读此处内容了解其含义）。 在上传自定义视觉对象之前，应查看有关视觉对象的安全和隐私，确保它
符合组织的标准。 详细了解自定义视觉对象安全性。

为自定义视觉对象命名（必选）：为视觉对象提供一个简短标题，以便 Power BI Desktop 用户可轻松理解
它的内容

图标（必选）：将显示在 Power BI Desktop UI 中的图标文件。



从列表中从列表中删删除自定除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

如何更新如何更新视觉对视觉对象象

后续步骤

说明：视觉对象的简短描述，用于向用户提供更多上下文和说明

选择“应用”发起上传请求。 如果成功，将在列表中看到新项目。 如果失败，将会收到相应的错误消息

选择回收站图标，从存储库中永久删除视觉对象。 重要提示：删除操作不可逆。 一旦删除，此视觉对象将立即停
止在现有报表中呈现。 即使再次上传相同的视觉对象，也不会替换之前被删除的视觉对象，用户必须再次导入
新的视觉对象并替换其报表中的实例。

如果要更新存储库中的视觉对象，原因是其中没有新版本的视觉对象（例如 bug 修复、新功能等），请选择“更
新”图标，然后上传新文件。 确保视觉对象 ID 保持不变。 新文件将替换整个组织中所有报表的旧文件。 但是，
如果新版本的视觉对象可能会破坏以前版本的视觉对象的任何使用情况或数据结构，则它们不会取代以前的版

本。 相反，应创建新版本视觉对象的新列表。 例如，向新列出的视觉对象的标题添加新版本号（版本 X.X）。 通过
这种方式，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还是相同的版本，只不过更新了版本号，因此现有报表不会破坏它们的功能。 同
样，确保视觉对象 ID 保持不变。 然后，下一次用户从 Power BI Desktop 进入组织存储库时，他们就可以导入新
版本，系统将提示他们替换报表中存在的当前版本。

了解 Power BI 管理员角色
在组织中审核 Power BI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通过新 Office 365 试用版注册 Power BI
2018/6/2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bSuFST-Nx4?showinfo=0

NOTENOTE

重要注意事项

后续步骤

如果你遇到与使用工作电子邮件地址注册 Power BI 有关的问题，则一种潜在解决方法是首先注册 Office 365 试用
版，然后注册 Power BI。 即使在 Office 365 试用版到期之后，你也能够使用 Power BI。

不能将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如 @live.com 或 @gmail.com）用于 Office 365 或 Power BI。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哪些电子邮件
地址可用于 Power BI？

NOTENOTE

1. 在 Office 365 网站上注册 Office 365 试用版。

2. 完成注册后，系统会向你提供类似于 you@yourcompany.onmicrosoft.com 这样的新登录名。 这会是也用于
Power BI 的登录名。

3. 使用此链接注册 Power BI。 如果系统提示你，则使用在步骤 1 中为 Office 365 选择的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如果已使用组织登录名注册 Power BI 或 Office 365，则需要使用 InPrivate 浏览器会话来通过新创建的帐户登录。

4. 就是这么简单！ 完成时，你会重定向到 Power BI。

通过使用此注册方法，你会创建新的组织租户，并且会成为该租户的管理员。 可以将新用户添加到租户，然后与他
们共享（如此帮助主题所述）。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signing-up-for-power-bi-with-a-new-office-365-trial.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gbSuFST-Nx4?showinfo=0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p/?LinkID=403802
https://portal.office.com/Start/Confirm?Sku=a403ebcc-fae0-4ca2-8c8c-7a907fd6c235&ru=https%3A%2F%2Fapp.powerbi.com%3FredirectedFromSignup%3D1%26noSignUpCheck%3D1
https://support.office.com/en-sg/article/Add-users-individually-to-Office-365---Admin-Help-1970f7d6-03b5-442f-b385-5880b9c256ec?ui=en-US&rs=en-SG&ad=SG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我的 Power BI 租户位于何处？
2018/7/20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fOxaHJPvdM?showinfo=0

如何确定 Power BI 租户所处的位置

选择该数据区域的操作过程

了解 Power BI 租户所处的位置及选择该位置的操作过程。 了解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你与该服务的交互。

若要查看租户所处的区域，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Power BI 服务右上角方的 ? 。
2. 选择“关于 Power BI”。
3. 查看“您的数据存您的数据存储储于于”旁的值。 该值则是你所处的区域。

该数据区域基于最初创建租户时所选的国家/地区。 该选择会应用到 Powe BI 及 Office 365 的注册，因为此信息为
共享信息。 如果是新租户，则在注册时将看到国家/地区下拉列表。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where-is-my-tenant-located.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0fOxaHJPvdM?showinfo=0


WARNINGWARNING

该选项将生成存储数据的位置。 Power BI 将选择与此选项最接近的数据区域。

该选项无法更改！

更多问题？ 尝试参与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查找已登录的 Power BI 用户
2018/7/17 • • Edit Online

https://www.youtube.com/embed/1AVgh9w9VM8?showinfo=0

NOTENOTE

要求

使用 Azure 门户查看登录活动

如果你是租户管理员，想查看已登录 Power BI 的用户，则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访问和使用情况报告
进行查看。

可以访问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zure AD) 新门户和经典门户中的活动报告。 上面的视频使用经典门户作为示
例，但本文将重点介绍新门户。

此活动报表不会识别每个用户具有的许可证类型。

下面是查看登录活动报告的要求。

全局管理员、安全管理员或安全读者角色中的用户可以访问数据。

任何用户（非管理员）都可以访问自己的登录活动报告。

租户必须拥有与报告关联的 Azure AD Premium 许可证才能查看所有登录活动报告。

可使用 Azure AD 门户查看登录活动。

1. 浏览到 Azure 门户，选择“Azure Active Directory”。

2. 在“活动”下，选择“登录”。

3. 按“Microsoft Power BI”或“Power BI 网关”筛选应用程序，然后选择“应用”或。

Microsoft Power BI 针对与服务相关的登录活动，而 Power BI 网关针对本地数据网关的登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ccess-usage.md
https://www.youtube.com/embed/1AVgh9w9VM8?showinfo=0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activity-sign-in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view-access-usage-reports


导出数据

下下载载  csv  csv 文件文件

PowerShellPowerShell

NOTENOTE

数据保留期

后续步骤

可通过两个选项导出登录数据。 即下载 csv 文件或使用 PowerShell。

在“活动”屏幕中，选择工具栏中的“下载”。 此操作将下载当前筛选的数据的 csv 文件。

可以使用 PowerShell 导出登录数据。 Azure AD 文档中提供了示例。

为使 PowerShell 示例正常工作，请务必遵循访问 Azure AD 报告 API 的先决条件。

登录相关数据最长可保留 30 天。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报告保留策略。

Azure Active Directory 门户中的“登录活动”报告（新门户）
查看访问和使用情况报告（经典门户）

登录示例 PowerShell 脚本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报告保留策略
在组织内使用审核

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api-sign-in-activity-samples#powershell-script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api-prerequisite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reten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activity-sign-in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view-access-usage-report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api-sign-in-activity-samples#powershell-script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reporting-retention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在组织内使用审核
2018/6/27 • • Edit Online

要求

访问审核日志

了解如何使用 Power BI 的审核功能来监测和调查采取的操作。 可以使用安全性和符合性中心或使用
PowerShell。

了解 Power BI 租户中谁正在对何项目执行何种操作对帮助组织满足其需求非常关键（如满足法规遵从性和记录
管理需求）。 可使用 Power BI 审核来审核“查看报告”和“查看仪表板”等用户执行的操作。 无法使用审核来审核权
限。

可按日期范围、用户、仪表板、报表、数据集和活动类型筛选审核数据。 还可将活动下载到 CSV（逗号分隔值）文
件供脱机分析。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才能访问审核日志：

若要访问 Office 365 安全性和符合性中心的审核部分，必须具有 Exchange Online 许可证（Office 365 企业
版 E3 和 E5 订阅已随附）。

或者，必须是全局管理员，或者是有权访问审核日志的 Exchange 管理员角色。 Exchange 管理员角色通过
Exchange 管理员中心进行控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xchange Online 中的权限。

如果你有权访问审核日志但不是全局管理员或 Power BI 服务管理员，则无法访问 Power BI 管理员门户。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获取 Office 365 安全性和符合性中心的直接链接。

若要在租户中查看 Power BI 审核日志，则租户中需要至少有一个 Exchange 邮箱许可证。

要审核 Power BI 日志，请访问 O365 安全性和符合性中心。

启用审核后，最多可能会延迟 48 小时才能查看审核数据。 如果无法立即查看数据，请稍后检查审核日志。 获取查
看审核日志的权限和得以访问日志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延迟。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图标”。

2. 选择管理管理门户门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uditing.m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692(v=exchg.150).aspx


仅搜索 Power BI 活动

3. 选择“审核日志”。

4. 选择“转到 O365 管理中心”。

或者，可以浏览到 Office 365 | 安全与合规。

若要对非管理员帐户提供审核日志的访问权限，则必须在 Exchange Online 管理中心内分配权限。 例如，可以将
用户分配至“组织管理”等现有角色组，或者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包含“审核日志”角色的角色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Exchange Online 中的权限。

执行以下操作可将结果限制为仅含 Power BI 活动。

1. 在“审核日志搜索”页上，选择“搜索”下的“活动”下拉列表。

2. 选择“PowerBI 活动”。

https://protection.office.com/#/unifiedauditlog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692(v=exchg.150).aspx


按日期搜索审核日志

NOTENOTE

3. 选择选框外任意位置以将其关闭。

搜索现仅筛选 Power BI 活动。

可使用“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字段按日期范围搜索日志。 默认选择过去七天。 将以协调世界时 (UTC) 格式显示
日期和时间。 可以指定的最大日期范围为 90 天。 如果所选日期范围大于 90 天，将显示错误。

如果使用最大日期范围 90 天，请选择当前时间作为“开始日期”。 否则将收到错误，提醒开始日期早于结束日期。 如果你在最
近 90 天内开启了审核，则最大日期范围不能从开启审核的日期之前开始。



按用户搜索审核日志

查看搜索结果

可搜索特定用户所执行活动的审核日志条目。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在“用户”字段中输入一个或多个用户名。 即其
用于登录 Power BI 的用户名。 其外观类似电子邮件地址。 将此框留空以返回组织中所有用户（和服务帐户）的条
目。



NOTENOTE

列列 定定义义

日期 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UTC 格式）。

IP 地址 记录活动记时所用设备的 IP 地址。 IP 地址以 IPv4 或 IPv6 地
址格式显示。

用户 执行触发该事件的操作的用户（或服务帐户）。

活动 用户执行的活动。 此值对应于“活动”下拉列表所选的活动。 对
于来自于 Exchange 管理审核日志的事件，此列中的值为
Exchange cmdlet。

项 相应活动导致创建或修改的对象。 例如，已查看或修改的文
件，或已更新的用户帐户。 并非所有活动在此列中都具有值。

详细信息 有关活动的其他详细信息。 同样，并非所有活动都具有此值。

NOTENOTE

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参数或事件参数或事件 说说明明 其他其他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已下载 Power BI 报表 每次下载报表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报表名称、数据集名称

创建报表 每次创建新的报表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报表名称、数据集名称

编辑报表 每次编辑报表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报表名称、数据集名称

创建数据集 每次创建数据集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数据集名称、DataConnectivityMode

删除数据集 每次删除数据集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数据集名称、DataConnectivityMode

创建 Power BI 应用 每次创建 Power BI 应用时都将记录此
活动

应用名称、权限、工作区名称

点击搜索按钮后，将加载搜索结果并随即将其显示在“结果”之下。 搜索完成后，将显示找到的结果数。

将显示最多 1000 个事件；如果满足搜索条件的事件超过 1000 个，则会 显示最新的 1000 个事件。

结果包含有关搜索返回的每个事件的以下信息。

在“结果”下选择一个列标题以对结果进行排序。 可按从 A 到 Z 或从 Z 到 A 的顺序对结果进行排序。单击“日期”标题可按从旧
到新或从新到旧的顺序对结果进行排序。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事件记录，可查看有关该事件的更多详细信息。 随即显示详细信息页，该页包含事件记录
中的详细属性。 所显示的属性取决于事件发生于的 Office 365 服务。 若要显示其他详细信息，请选择“更多信
息”。

下表详细介绍了可能会显示的内容。



安装 Power BI 应用 每次安装 Power BI 应用时都将记录此
活动

应用名称

更新 Power BI 应用 每次更新 Power BI 应用时都将记录此
活动

应用名称、权限、工作区名称

已启动 Power BI 延期试用版 每次用户接受运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 Pro 延期试用版时都将记录
此活动

已分析 Power BI 数据集 每次在 Excel 中分析 Power BI 数据集时
都将记录此活动。

已创建 Power BI 网关 每次创建新的网关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网关名称、网关类型

已删除 Power BI 网关 每次删除网关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网关名称、网关类型

已将数据源添加到 Power BI 网关 每次将数据源添加到网关时都将记录此

活动

网关名称、网关类型、数据源名称、数据

源类型

已从 Power BI 网关删除数据源 每次从网关删除数据源时都将记录此活

动

网关名称、网关类型、数据源名称、数据

源类型

已更改 Power BI 网关管理员 每次更改（添加/删除）网关的管理员时
都会记录此活动

网关名称、添加的用户、删除的用户

已更改 Power IB 网关数据源用户 每次更改（添加/删除）网关的用户时都
会记录此活动

网关名称、添加的用户、删除的用户

SetScheduledRefresh 每次为数据集安排新的计划刷新时都将

记录此活动

数据集名称、刷新频率（以分钟为单位）

参数或事件参数或事件 说说明明 其他其他详细详细信息信息

使用 PowerShell 进行搜索

NOTENOTE

Set-ExecutionPolicy RemoteSigned

$UserCredential = Get-Credential

$Session = New-PSSession -ConfigurationName Microsoft.Exchange -ConnectionUri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powershell-liveid/ -Credential $UserCredential -Authentication Basic -
AllowRedirection

Import-PSSession $Session
Search-UnifiedAuditLog -StartDate 9/11/2016 -EndDate 9/15/2016 -RecordType PowerBI -ResultSize 1000 | Format-
Table | More

可以使用 PowerShell 基于你的登录访问审核日志。 该操作通过访问 Exchange Online 完成。 以下是拉取 Power
BI 审核日志条目的命令示例。

为了使用 New-PSSession 命令，你的帐户需要分配有一个 Exchange Online 许可证，并且你需要访问租户的审核日志。



导出 Power BI 审核日志

记录类型和用户类型

Power BI 审核的活动列表
活活动动 说说明明 更多更多详详情情

CreateDashboard 每次创建新仪表板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仪表板名称。

EditDashboard 每次重命名仪表板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仪表板名称。

DeleteDashboard 每次删除仪表板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仪表板名称。

PrintDashboard 每次打印仪表板时都将记录该事件。 - 仪表板名称。
- 数据集名称

ShareDashboard 每次共享仪表板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仪表板名称。
-收件人电子邮件。
- 数据集名称。
- 重新共享权限。

ViewDashboard 每次查看仪表板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仪表板名称。

ExportTile 每次从仪表板磁贴中导出数据时都会记

录该事件。

- 磁贴名称。
- 数据集名称。

DeleteReport 每次删除报表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报表名称。

有关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有关 Search-UnifiedAuditLog 命令的参数和使用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arch-UnifiedAuditLog。

若要查看使用 PowerShell 搜索审核日志，然后基于条目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的示例，请参阅 Using Power
BI audit log and PowerShell to assign Power BI Pro licenses（使用 Power BI 审核日志和 PowerShell 以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可将 Power BI 审核日志导出到 CSV 文件。

1. 选择“导出结果”。

2. 选择“保存已加载结果”或“下载所有结果”。

审核日志条目会将 RecordType 和 UserType 作为条目详细信息的一部分。 所有 Power BI 条目都将具有值为 20
的 RecordType。

有关完整列表，请参阅 Office 365 审核日志中的详细属性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84289(v=exchg.160).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238501(v=exchg.160).aspx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blog/using-power-bi-audit-log-and-powershell-to-assign-power-bi-pro-licenses/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etailed-properties-in-the-Office-365-audit-log-ce004100-9e7f-443e-942b-9b04098fcfc3


ExportReport 每次从报表磁贴中导出数据时都会记录

该事件。

- 报表名称。
- 数据集名称。

PrintReport 每次打印报表时都将记录该事件。 - 报表名称。
- 数据集名称。

PublishToWebReport 每次将报表发布到 Web 时都将记录该
事件。

- 报表名称。
- 数据集名称。

ViewReport 每次查看报表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报表名称。

ExploreDataset 每次选中数据集进行浏览时都将记录该

事件。

- 数据集名称

DeleteDataset 每次删除数据集时都将记录该事件。 - 数据集名称。

CreateOrgApp 每次创建组织内容包时都将记录此活

动。

- 组织内容包名称。
- 仪表板名称。
- 报表名称。
- 数据集名称。

CreateGroup 每次创建组时都将触发此活动。 - 组名称。

AddGroupMembers 每次将成员添加到 Power BI 组工作区
时都将记录此活动。

- 组名称。
- 电子邮件地址。

UpdatedAdminFeatureSwitch 每次更改管理功能开关时都将记录该事

件。

- 开关名称。
- 新的开关状态。

OptInForProTrial 当用户选择在服务中试用 Power BI
Pro，将记录此事件。

- 电子邮件地址

活活动动 说说明明 更多更多详详情情

后续步骤

Power BI 管理门户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购买 Power BI Pro
Exchange Online 中的权限
连接到 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
Search-UnifiedAuditLog
Office 365 审核日志中的详细属性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200692(v=exchg.150).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984289(v=exchg.160).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mt238501(v=exchg.160).aspx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Detailed-properties-in-the-Office-365-audit-log-ce004100-9e7f-443e-942b-9b04098fcfc3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跟踪 Office 365 中的 Power BI 服务运行状况
2018/8/2 • • Edit Online

Office 365 管理中心为 Power BI 管理员提供重要工具，包括有关服务运行状况的当前和历史信息。 若要访问此信
息，你必须是以下角色之一：Power BI 服务管理员或 Office 365 全局管理员。 有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
Power BI 相关的管理员角色。

1. 注册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选择“服务运行状况”磁贴。

3. 在当前列表中，选择“N 个公告”或“N 个事件”，并查看结果。 在下面的图形中，可以查看三个活动公告之一。

4. 若要查看详细信息，请选择项的“显示详细信息”。 在下图中，可以查看其他详细信息，包括最近状态更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health.md
https://portal.office.com/adminportal


向下滚动以查看更多信息，完成时关闭窗格。

5. 若要查看所有服务的历史信息，在主列表右上方选择“查看历史记录”。 然后，选择“过去 7 天”或“过去 30
天”。 若要返回到当前服务运行状况，请选择“查看当前状态”。



关闭 Power BI 帐户
2018/7/20 • • Edit Online

Power BI 个人用户

如果你不希望再使用 Power BI，则可以要求我们关闭你的 Power BI 帐户。 关闭帐户之后，你无法再登录到 Power
BI。 此外，你在 Power BI 中上载或创建的任何客户数据都会根据 Power BI 服务条款中的数据保留策略进行删除。

可以在设置屏幕中关闭帐户。

1. 选择右上角的齿轮 。

2. 选择设设置置。

3. 常常规规  > 关关闭帐户闭帐户

4. 从为为什么关什么关闭帐户闭帐户? 中选择原因 (1) 下拉列表中选择原因。 可以选择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2)。 然后选择关关闭闭
帐户帐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closing-your-account.md


托管租户用户

5. 确认你要关闭帐户。

6. 你会看到确认帐户关闭的消息。 系统还会向你提供用于重新打开帐户的链接。

你需要与租户管理员联系，要求他们从你的帐户中取消分配许可证。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组织中的 Power BI Pro
2018/8/6 • • Edit Online

面向个人提供的 Power BI Pro 60 天试用版

Power BI Pro 是一种付费许可证，购买以后可以使用更多功能。 如果团队想通过与他人分享和协作来做出数据驱
动的决策，Power BI Pro 许可证会很有帮助。 每个创建或查看共享 Power BI 内容的团队成员都需要 Pro 许可证，除
非此内容与使用 Power BI Premium 的专用容量相关。

下列功能都需要 Power BI Pro 许可证：

在在  Excel 或或  Power BI Desktop 中分析数据中分析数据  - 使用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查看 Power BI 中发布的数
据集并与其交互。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Excel 中分析。

共享共享仪仪表板并在工作区中表板并在工作区中协协作作  - Power BI 工作区可以促进同事协作处理仪表板、报表和数据集。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应用工作区中展开协作。

查查看共享内容看共享内容  - Pro 用户可以查看、交互和（如果允许）重新共享他们获得的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但是，Pro
用户无法编辑这些仪表板或报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与同事和他人共享 Power BI 仪表板和报表。

与与  Microsoft Teams 集成内容集成内容：可以在 Microsoft (MS) Teams 通道中添加 Power BI 选项卡。 MS Teams 会
自动检测工作区中的所有报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teams up with Microsoft Teams（Power BI
与 Microsoft Teams 结合）。

注册了免费帐户之后，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免费试用 Power BI Pro 60 天。 在试用版的持续时间内，你有权访问所
有 Pro 功能。 Power BI Pro 具有 Power BI 免费版本的所有功能，以及其他共享和协作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Power BI 定价。 要试用 Power BI Pro 60 天免费试用版，请登录 Power BI，然后尝试以下这些 Power BI Pro 功
能之一。

创建工作区

共享仪表板

尝试其中任何功能时，系统都会提示你开始免费试用。 还可以通过转到齿轮图标并选择“管理个人存储”来选择使用
它。 然后选择右侧的“免费试用 Pro”。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ower-bi-pro-in-your-organization.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blog/power-bi-teams-up-with-microsoft-teams/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pricing/


NOTENOTE

NOTENOTE

Office 365 中的订阅试用

NOTENOTE

然后可以选择“开始试用”。

利用此产品内 Power BI Pro 试用版的用户不会在 Office 365 管理门户内显示为 Power BI Pro 试用版用户（他们显示为 Power
BI 免费用户）。 但是，他们会在 Power BI 中管理存储页面上显示为 Power BI Pro 试用版用户。

如果你是 IT 管理员，并且希望获取 Power BI 试用版许可证并部署给组织中的多个用户，而无需让单独用户分别接受试用条
款，则可以注册“Power BI Pro 订阅试用版”。 你需要是 Office 365 全局或计帐管理员，或是创建新租户以注册管理员试用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使用服务时，可以转到齿轮图标，然后选择“管理个人存储”，从而验证拥有的是否是 Pro 试用版帐户。

可以为组织以试用版的形式获取 Power BI Pro。 订阅之后，你可以将 Power BI Pro 许可证分配给用户。 有关如何
分配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Office 365 中的用户分配许可证。

每个租户限制使用一个组织试用版。 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已将 Power BI Pro 试用版应用到你的租户，则无法再次应用。 如果需
要这方面的帮助，可以联系 Office 365 计费支持。

请在 Offiec 365 中按这些步骤获取试用版订阅：

1. 导航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assign-licenses-to-users-in-office-365-for-business-997596b5-4173-4627-b915-36abac6786dc?ui=en-US&rs=en-US&ad=US
https://support.office.microsoft.com/en-us/article/contact-support-for-business-products-admin-help-32a17ca7-6fa0-4870-8a8d-e25ba4ccfd4b?CorrelationId=552bbf37-214f-4202-80cb-b94240dcd671&ui=en-US&rs=en-US&ad=US
https://portal.office.com/adminportal/home#/homepage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计帐”然后单击“订阅”。

3. 选择右侧的“添加订阅”。

4. 在“其他计划”下，将鼠标悬停在 Power BI Pro 的省略号 (...) 上方，然后选择“开始免费试用”。



购买 Power BI Pro

后续步骤

5. 在确认订单屏幕上，选择“立即试用”。

6. 在订单签收上选择“继续”。

可以通过 Microsoft Office 365 或已认证的 Microsoft 合作伙伴购买 Power BI Pro。 有关如何购买 Power BI Pro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购买 Power BI Pro。

自助注册 Power BI 
组织中的 Power BI（免费） 
购买 Power BI Pro 
激活延长的 Power BI Pro 试用期 
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什么是 Power BI Premium？ 
如何购买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s://community.powerbi.com/


组织中的 Power BI（免费）
2018/7/20 • • Edit Online

个人注册与许可证分配

如何获取无限制许可证块

通过在 Office 365 中添加订阅来获取免费许可证

这着眼于如何在组织中使用 Power BI（免费）产品/服务。 组织意味着你具有一个租户，可以在该租户中管理用户和
服务。 作为管理员，你可以控制许可证分配，也可以允许用户以个人身份注册。 我们会介绍 Power BI（免费）许可证
以及如何控制个人登录。

组织中的用户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获取对 Power BI 的访问权限。 他们可以个人方式注册 Power BI，你也可以在
Office 365 管理门户内向他们分配 Power BI 许可证。

允许个人注册可允许对 Power BI 感兴趣的用户免费注册，从而减轻组织管理员的负担。

为获得更多控制，你可以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阻止个人注册并自己分配 Power BI 许可证。 这使你可以具体确
定组织中的哪些人员可以访问哪些服务。 如果你必须处理审核并且需要确切地知道哪些人员可以使用哪些内容，
那么这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 Office 365 管理中心内的计帐计帐  > 许许可可证证下，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看到具有无限制许可证的 Power BI（免费）。

此许可证块会在某人首次以个人身份注册 Power BI 之后显示。 在该过程中，此许可证块会附加到你的组织，一个
许可证会分配给进行注册的用户。

如果阻止个人用户注册并且没有人进行了注册，则你不会看到此许可证块。 你可以允许个人用户注册并让一个用
户注册，也可以通过接下来会讨论的添加订阅 Office 365 流程来获取免费许可证。

Power BI（免费）许可证块可用之后，你便可以将这些许可证分配给用户。 有关如何分配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向 Office 365 中的用户分配许可证。

1. 导航到 Office 365 管理中心。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计帐计帐  > 订阅订阅。

3. 选择右侧的添加添加订阅订阅  +。

4. 在“其他计划”下，将鼠标悬停在 Power BI （免费）的省略号省略号  (...) 上方，然后选择立即立即购买购买。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service-free-in-your-organization.md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ssign-or-unassign-licenses-for-Office-365-for-business-997596b5-4173-4627-b915-36abac6786dc
https://portal.office.com/admin/default.aspx


  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或禁用个人用户注册

NOTENOTE

5. 输入要添加的许可证数，并选择立即立即结帐结帐或添加到添加到购购物物车车。

如果需要，可以在以后添加更多。

6. 输入结帐流程中的所需信息。

使用此方法时不会进行任何购买，不过你需要输入信用卡信息以进行计帐或选择开票。

如果你以后决定要添加更多许可证，则可以返回到添加添加订阅订阅，然后对 Power BI（免费）选择更改更改许许可可证证数量数量。

你现在可以向用户分配这些许可证。 有关如何分配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向 Office 365 中的用户分配许可证。

作为管理员，你可以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中选择启用或禁用个人用户注册。 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 AAD
PowerShell 命令，则可以自己启用或禁用临时订阅。 了解详细信息

对此进行控制的 AAD 设置是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大多数租户会将此设置设置为 true，这意味着它处于
启用状态。 如果你是通过合作伙伴获取 Power BI，则这可能会在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false，这意味着它处于禁用状
态。

1. 你需要首先使用 Office 365 凭据登录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第一行会提示你输入凭据。 第二行连接到

https://support.office.com/article/Assign-or-unassign-licenses-for-Office-365-for-business-997596b5-4173-4627-b915-36abac6786dc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151815.aspx


NOTENOTE

后续步骤

Azure Active Directory。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2. 登录之后，你便可以发出以下命令以查看租户当前是针对哪种类型配置的。

Get-MsolCompanyInformation | fl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3. 可以使用此命令启用 ($true) 或禁用 ($false)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true

该阻止行为将阻止组织中的新用户注册 Power BI。 在为组织禁用新注册之前注册 Power BI 的用户仍会保留其许可证。

自助注册 Power BI
购买 Power BI Pro
使用自定义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注册 Power BI（免费）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Power BI Premium 白皮书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aka.ms/pbipremiumwhitepaper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
2018/7/20 • • Edit Online

NOTENOTE

Power BI ExpressRoute 例外情况

Power BI Power BI 和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的整体例外情况的整体例外情况

借助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可以创建从组织到 Power BI 的专用网络连接（或使用 ISP 的主机托管设施），从
而绕过 Internet 以更好地保护敏感 Power BI 数据和连接。

ExpressRoute 是一种 Azure 服务，使你可以在 Azure 数据中心（Power BI 所在的位置）与本地基础结构之间创建
专用连接，或是在 Azure 数据中心与主机托管环境之间创建专用连接。

你可以获取有关 ExpressRoute 的详细信息，或了解如何注册。

公共对等模式支持 Power BI，如此常见问题中所述。

Power BI 符合 ExpressRoute 标准，但是在少数例外情况下 Power BI 会通过公共 Internet 获取或发送数据。 这些
特定例外情况通常包括静态数据，例如从最近的内容分内容分发发网网络络  (CDN) 节点下载的浏览器配置文件。 有一些适用
于所有 Power BI 的广泛例外情况，还有一些特定于服务或功能的例外情况（以下各部分中记录了每种例外情况
下）。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 的例外情况意味着与 Power BI 之间来回传输的数据要通过公共 Internet 传输，而不
是通过专用 ExpressRoute 链路传输。

使用 ExpressRoute 的 Power BI 的两个整体例外情况是：

从内容分内容分发发网网络络  (CDN) 和网站下载的静态文件
通过公共 Internet 发送的遥遥测测数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ower-bi-expressroute.md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expressroute/
https://azure.microsoft.com/pricing/details/expressroute/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expressroute/expressroute-faqs


Power BI SaaS Power BI SaaS 应应用程序和用程序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用用户户活活动动 目目标标

登陆页（登录之前） maxcdn.bootstrapcdn.com ; ajax.aspnetcdn.com ;
netdna.bootstrapcdn.com ; cdn.optimizely.com;
google-analytics.com

登录 *.mktoresp.com ; *.aadcdn.microsoftonline-p.com ;
*.msecnd.com ; *.localytics.com ; ajax.aspnetcdn.com

仪表板、报表、数据集管理（包括地图和地理编码） *.localytics.com ; *.virtualearth.net ;
platform.bing.com; powerbi.microsoft.com;
c.microsoft.com; app.powerbi.com; *.powerbi.com;
dc.services.visualstudio.com

支持 support.powerbi.com ; powerbi.uservoice.com ;
go.microsoft.com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和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Power BI PaaS Power BI PaaS 和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Power BI 使用多个内容分内容分发发网网络络  (CDN) 或网站来高效地根据地理区域设置将所需的静态内容和文件通过公共
Internet 分发到用户。 这些静态文件包括产品下载（如 Power BI Desktop、本地数据网关或来自各个独立服务提供
商的 Power BI 内容包）、用于发起和建立与 Power BI 的任何后续连接的浏览器配置文件以及初始安全 Power BI
登录页 - 实际凭据仅通过 ExpressRoute 进行发送。

某些遥遥测测数据数据也通过公共 Internet 和 ExpressRoute 进行发送。 遥测数据包括使用情况统计信息和相似数据，它们
会传输给用于监视使用情况和活动的服务。

当用户发起与 Power BI 服务的连接（powerbi.com 或通过 Cortana）时，Power BI 登陆页、登录页以及使浏览器准
备好与 Power BI 进行连接和交互的静态文件会从 CDN 或网站（通过公共 Internet 连接）进行检索。

建立登录之后，后续 Power BI 数据交互会通过 ExpressRoute 进行，但依赖于公共 Internet 数据的某些功能和服务
除外：

地地图视觉对图视觉对象象需要与必应虚拟地球服务或必应地理编码服务之间的连接和数据传输，它们各自通过公共

Internet 进行建立。
Power BI 与 Cortana 的集成需要通过公共 Internet 访问必应。
当用户添加自定自定义链义链接接（如图像小组件或视频）时，Power BI 会基于用户提供的链接请求数据，这可能会使用也
可能不会使用 ExpressRoute。
用户可以通过 User Voice 反馈机制（使用公共 Internet 进行传输）采用文本（并且可以选择使用图像）向向  Power
BI 发发送反送反馈馈。
必必应应新新闻闻内容提供商内容提供商会使用公共 Internet 从必应下载内容。
当连接到应应用用（例如，内容包）时，用户通常需要使用由 SaaS 提供商提供的页面输入凭据和设置。 这类页面可
能会也可能不会使用 ExpressRoute。

Power BI Desktop 也符合 ExpressRoute 标准，除了下面列表中所述的几种例外情况：

更新通知更新通知（用于检测用户是否具有最新版本的 Power BI Desktop）通过公共 Internet 传输。
某些遥遥测测数据数据通过公共 Internet 传输。
地地图视觉对图视觉对象象需要与必必应应虚虚拟拟地球地球服务或必必应应地理地理编码编码服务之间的连接和数据传输，它们各自通过公共

Internet 进行建立。
来自几个数据源（如 Web 或第三方 SaaS 提供商）的获获取数据取数据通过公共 Internet 传输。

Power BI 提供 API 和其他基于平台的功能，使开发人员可以创建自定义 Power BI 解决方案和应用。 除了本主题前
面讨论的遥测和 CDN 数据之外，通过公共 Internet 传输 Power BI PaaS 数据时还会使用以下服务：



PAAS 活活动动 使用的其他目使用的其他目标标

公共嵌入式（遥测） c1.microsoft.com

自定义视觉对象 (CDN) *.azureedge.net

Power BI Mobile Power BI Mobile 和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本地数据网关和本地数据网关和  ExpressRoute ExpressRoute

某些自定自定义视觉对义视觉对象象由第三方创建，另一些由 Microsoft 创建。 这些内容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使用 ExpressRoute。

本文档不涉及 Power BI Mobile 应用的使用。

将本地数据网关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时，传输符合 ExpressRoute 标准，本主题前面的 Power BI SaaS 应用程序和
ExpressRoute 中记录的用户活动除外。



使用 Azure AD B2B 将 Power BI 内容分发给外部来
宾用户
2018/6/27 • • Edit Online

NOTENOTE

NOTENOTE

可以邀请哪些用户？

邀请来宾用户

计计划性邀划性邀请请

Power BI 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企业到企业 (Azure AD B2B) 集成后，即可将 Power BI 内容安全地分发给组织
外的来宾用户，同时仍然可以控制内部数据。

邀请来宾用户之前，需要在 Power BI 管理门户的“租户”设置中启用导出和共享设置。

此功能目前不可用于 Power BI 移动应用。 在移动设备上，你可以在浏览器中查看使用 Azure AD B2B 共享的 Power BI 内容。

可邀请使用任意电子邮件地址（包括个人帐户，如 gmail.com、outlook.com 或 hotmail.com）的来宾用户。 在 Azure
B2B 中，这称为“社交 I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zure B2B。

有两种方法可将来宾用户邀请到 Power BI 租户：计划性邀请或临时邀请。 第一次将外部用户邀请到组织时才需要
邀请。

计划性邀请在 Microsoft Azure 门户的 Azure AD 中或使用 PowerShell 执行。 如果知道必须要邀请的用户，则使用
此选项。

只有成为租户管理员才能在 Azure AD 门户中创建来宾用户。

1. 导航到 Azure 门户，选择“Azure Active Directory”。

2. 导航到“用户和组” > “所有用户” > “新来宾用户”。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azure-ad-b2b.md
https://www.youtube-nocookie.com/embed/xxQWEQ1Nnl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what-is-azure-ad-b2b
https://portal.azure.com


3.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和“个人消息”。

4. 选择“邀请”。

若要邀请多个来宾用户，请使用 PowerShel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协作代码和
PowerShell 示例。

来宾用户需要在他们收到的电子邮件邀请中选择“开始”。 然后就会将该来宾用户添加到租户。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b2b/code-samples


临时临时邀邀请请

通过共享 UI 将外部用户添加到仪表板或报表，或通过访问页面添加到应用，即可随时发出邀请。

以下示例说明邀请外部用户使用应用时要执行的操作。 

该来宾用户将收到指示已与其共享应用的电子邮件。



许可

使用使用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向来向来宾宾用用户户分配分配  Power BI Pro  Power BI Pro 许许可可证证

NOTENOTE

该来宾用户必须使用其组织电子邮件地址进行登录。 完成登录后，将提示他们接受邀请。 登录后，系统会将来宾用
户重定向到对应的应用内容。 若要返回该应用，可将链接设置为书签或保存该电子邮件。

来宾用户需要获得相应的许可才能查看已共享的应用。 有三种获得许可的方式。

将应用工作区分配到 Power BI Premium 容量后，来宾用户无需获取 Power BI Pro 许可证就能使用此应用。 使用
Power BI Premium 时，应用还可以使用其他功能（例如加快刷新速度、专用容量及较大的模型大小）。

向租户内来宾用户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后，该来宾用户即可查看内容。

只有在来宾用户访问你的租户内的内容时，你的租户的 Power BI Pro 许可证才适用于来宾用户。



来来宾宾用用户拥户拥有自己的有自己的  Power BI Pro  Power BI Pro 许许可可证证

注意事项和限制

后续步骤

在来宾用户的租户中已向来宾用户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邀请正在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帐户（如 gmail.com、outlook.com 或 hotmail.com）的来宾用户时，可观看此嵌入视
频，查看介绍用户注册方式的示例。

外部 B2B 来宾仅限于使用内容。 外部 B2B 来宾可以查看应用、仪表板、报表，导出数据以及为仪表板和报表创
建电子邮件订阅。 他们无法访问工作区或发布自己的内容。
此功能目前不可用于 Power BI 移动应用。 在移动设备上，你可以在浏览器中查看使用 Azure AD B2B 共享的
Power BI 内容。
此功能当前不可用于 Power BI SharePoint Online 报表 Web 部件。

有关详细信息（包括行级别安全性的工作方式），请查看白皮书。

有关 Azure Active Directory B2B 的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Azure AD B2B 协作？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redemption-experience
https://aka.ms/powerbi-b2b-whitepaper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active-directory/active-directory-b2b-what-is-azure-ad-b2b


Power BI 行级别安全性 (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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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定义角色和规则

Power BI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可用于限制给定用户的数据访问。 筛选器限制行级别的数据访问，你可以定义角
色中的筛选器。 请注意，在 Power BI 服务中，工作区的成员有权访问工作区中的数据集。 RLS 不限制此类数据
访问。

可以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为导入到 Power BI 的数据模型配置 RLS。 你还可以在使用 DirectQuery（如 SQL
Server）的数据集上配置 RLS。 在此之前，你只能在 Power BI 外的本地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中实现 RLS。 对
于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你可以在本地模型上配置行级别安全性。 实时连接数据集不会显示安全选
项。

你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定义角色和规则。 当你发布到 Power BI 时，它还将发布角色定义。

若要定义安全角色，你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NOTENOTE

1. 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或配置 DirectQuery 连接。

不能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连接定义角色。 你需要在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中执行此操
作。

2. 选择“建模”选项卡。

3. 选择“管理角色”。

4. 选择“创建”。

5. 为角色提供名称。

6. 选择你想要应用 DAX 规则的表。

7. 输入 DAX 表达式。 此表达式应返回 true 或 false。 例如：[实体 ID] =“值”。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rls.md


    验证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

NOTENOTE
可以在此表达式内使用 username()。 请注意，username()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采用域\用户名的格式。 在
Power BI 服务中，它的格式则为用户的 UPN。 或者，可以使用 userprincipalname()，它始终返回采用其用户主体名
称格式的用户。

8. 创建 DAX 表达式后，你可以选择表达式框上方的“检查”以验证该表达式。

9. 选择“保存”。

你无法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将用户分配到角色。 此操作在 Power BI 服务中执行。 通过使用 username() 或
userprincipalname() DAX 函数并配置好正确的关系，则可以启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动态安全。

默认情况下，行级别安全性筛选采用单双向筛选器，无需考虑关系是设置为单向还是双向。 通过选择关系并勾
选“在两个方向上应用安全筛选器”复选框，可手动启用具有行级别安全性的双向交叉筛选器。 在实现动态行级
别安全性时应选中此复选框，以便从中基于用户名或登录 ID 提供行级别安全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DirectQuery 的双向交叉筛选和保护表格 BI 语义模型技术
文章。

创建角色后，你可以测试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结果。 若要执行此操作，请选择“以角色身份查看”。

“以角色身份查看”对话框允许更改正在查看的特定用户或角色的视图。 你可以看到创建的角色。

https://docs.microsoft.com/sql/analysis-services/supplemental-lesson-implement-dynamic-security-by-using-row-filters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2/0/D20E1C5F-72EA-4505-9F26-FEF9550EFD44/Securing the Tabular BI Semantic Model.docx


NOTENOTE

管理模型上的安全性

使用成员

添加成添加成员员

选择创建的角色，然后选择“确定”，将角色应用于正在查看的视图。 报表仅呈现与该角色相关的数据。

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用户，并提供给定用户。 最好提供用户主体名称 (UPN)，因为 Power BI 服务使用该名称。 选
择“确定”，报表将基于该用户能看到的呈现内容。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如果使用的是基于 DAX 表达式的动态安全，报表仅显示不同的结果。

若要管理数据模型上的安全性，你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为数据集选择“省略号(...)”。

2. 选择“安全”。

这将转到 RLS 页面，使你可以为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的角色添加成员。 只有数据集的所有者才能看到可
用的安全性。 如果数据集在某个组中，则只有该组的管理员才能看到安全选项。

你只能创建或修改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

你可以通过键入邮件地址、用户姓名、你想要添加的安全组或通讯组列表，以向你的角色添加成员。 此成员需
在你的组织内。 不能添加在 Power BI 内创建的组。



移除成移除成员员

验证 Power BI 服务中的角色

你还可以通过角色名称或“成员”旁边的括号内的数字看到有多少成员属于该角色。

你可以通过选择成员名称旁的 X 来移除成员。

你可以通过测试角色来验证你定义的角色是否正常工作。

1. 选择角色旁的“省略号 (...)”。
2. 选择“作为角色测试数据”

然后你会看到对该角色可用的报表。 仪表板不在此视图中显示。 在上面的蓝色栏中，你将看到被应用的内容。



使用 username() 或 userprincipalname() DAX 函数

在 Power BI 中使用 RLS 和应用工作区

WARNINGWARNING

可通过选择“立即以此角色查看”来测试其他角色或角色组合。

可选择以特定人员的身份查看数据，或选择可用角色的组合以验证它们是否工作。

选择“返回到行级安全性”以返回到正常查看。

可在数据集内利用 DAX 函数 username() 或 userprincipalname()。 可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表达式内使用
它们。 将在 Power BI 服务内使用你发布的模型。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username() 将返回采用域\用户格式的用户，userprincipalname() 将返回采用
user@contoso.com 格式的用户。

在 Power BI 服务中，username() 和 userprincipalname() 都将返回用户的用户主体名称 (UPN)。 这看起来类似
于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将 Power BI Desktop 报表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应用工作区，这些角色将应用于只读成员。 将需要指
示这些成员只可以查看应用工作区设置中的 Power BI 内容。

如果已配置应用工作区，因此成员具有编辑权限，那么将不会向这些成员应用 RLS 角色。 用户将能看到所有数据。



限制

已知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后续步骤

以下是云模型上有关行级安全性的当前限制列表。

如果你以前有在 Power BI 服务中定义了角色和规则，则将需要在 Power BI Desktop 中重新创建它们。
只能通过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客户端在创建的数据集上定义 RLS。 若想为使用 Excel 创建的数据集启用
RLS，首先需要将你的文件转换为 PBIX 文件。 了解详细信息
仅支持 ETL 和 DirectQuery 连接。 在本地模型上处理到 Analysis Services 的实时连接。
问与答以及 Cortana 此时不受 RLS 的支持。 如果对所有模型配置了 RLS，你将无法看到仪表板的问与答输
入框。 这还在规划之中，但具体日程尚不可知。
对于任何给定的模型，可以分配给安全角色的 Azure AD 主体（即单个用户或安全组）的最大数量为 1,000。
若要将大量用户分配给角色，请确保分配安全组，而不是单个用户。

有一个已知的问题，那就是当尝试从 Power BI Desktop 发布以前已发布过的内容时，将收到一个错误信息。 该
场景如下所示。

1. Anna 有一个已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且已配置了 RLS 的数据集。
2. Anna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更新报表并重新发布。
3. Anna 收到一个错误。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重新从 Power BI 服务中发布 Power BI Desktop 文件，直到此问题得到解决。 可以通过选择“获取数
据” > “文件”来执行此操作。

问问：：  如果我以前在 Power BI 服务中为数据集创建了角色和规则会怎么样？ 如果我不执行任何操作，它们是否
仍将起作用？

答：答：  不能。 视觉对象将不会正确呈现。 你需要重新创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角色和规则，然后发布到 Power
BI 服务。

问问：：  我是否可以为 Analysis Services 数据源创建这些角色？
答答︰︰  如果你将数据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中，那么你就可以创建。 如果你正在使用实时连接，那么你将不能
配置 Power BI 服务中的 RLS。 这是在 Analysis Services 模型内部部署中定义的。

问：我能使用 RLS 限制用户可以访问的列或度量值吗？
答：答：  不能。 如果用户有权访问特定数据行，那么他们可以查看该行的所有数据列。

问问：：  RLS 是否允许我隐藏详细的数据，但提供对在视觉对象中汇总的数据的访问权限？
答：答：  不允许，你可以保护单个数据行，但用户始终可以查看详细信息或汇总的数据。

Power BI Desktop 行级别安全性 (RLS)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Power BI 存档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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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工作区中的限制

迁移存档工作区中的内容

借助 Power BI，任何人都可以在几分钟内进行注册并开始使用服务。 组织的 IT 部门以后可以选择针对组织中的用
户接管 Power BI 的管理。 如果进行这种接管，则你会得益于对组织中的用户和权限进行集中管理，并且你能够利用
简化登录（使用在组织中用于其他服务的相同用户名和密码）。

在 IT 部门开始管理 Power BI 之前创建的任何内容都会置于 Power BI 存档工作区中，可从 Power BI 的左侧导航栏
访问该工作区。 应在“我的工作区”中开始创建新 Power BI 内容，这由组织的 IT 部门进行保护和管理。 存档工作区会
继续存在，但是对于可以对存档工作区中的内容执行的操作存在一些限制。 若要删除这些限制，你需要将内容从存
档工作区迁移到“我的工作区”（由 IT 部门进行管理）。

不会从存档工作区中删除任何内容。 可以继续获取数据、创建报表和仪表板以及刷新数据集。 将内容与之共享的现
有用户也仍然能够在其存档工作区中查看内容。

但是，对存档工作区中的内容存在一些限制：

OneDrive for Business。。  对于存档工作区中的数据集，无法再从 OneDrive for Business 获取数据或进行刷新。
如果你尝试连接到此源，则会收到警告。

共享共享仪仪表板。表板。  无法在存档工作区中与其他用户共享仪表板。 已获得访问权限的任何用户都继续能够通过访问其
存档工作区来查看共享仪表板。

创创建建组组。。  无法在存档工作区中创建组。
对对  Power BI 移移动应动应用的用的访问权访问权限。限。  虽然仍可以在存档工作区中查看 Web 内容，但此内容将不再出现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

若要继续使用 Power BI，你应在“我的工作区”（由 IT 部门进行管理）中创建新内容。 还应计划将存档工作区中的任
何内容都迁移到“我的工作区”。 迁移内容的方式取决于内容类型：

Excel 或或  Power BI Desktop 数据集。数据集。  从存档工作区切换到“我的工作区”，然后重新上载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通过单击“我的数据”按钮），可以迁移这些数据集。 如果设置了计划的刷新，则需要在“我的工作
区”中为新数据集重新配置这些设置。
其他数据集。其他数据集。  切换到“我的工作区”，然后单击“获取数据”按钮，重新连接在存档工作区中创建的其他任何数据
集。 可能需要重新输入安全或连接信息。
报报表。表。  重新上载相应 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或重新连接内容包后，Excel 或 Power BI Desktop 文件中包
含的报表或作为内容包的一部分安装的报表会自动重新创建。 如果你通过 Power BI 服务创建了自己的报表，则
需要在“我的工作区”中重新创建这些报表。
仪仪表板。表板。  在“我的工作区”中重新连接内容包时，作为内容包的一部分安装的仪表板会自动重新创建。 如果你通过
Power BI 服务创建了自己的仪表板，则需要在“我的工作区”中重新创建这些仪表板。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ower-bi-archived-workspace.md
https://app.powerbi.com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无法将 Power BI 添加到 Office 365 合作伙伴订阅
2018/7/11 • • Edit Online

Power BI（免费）

Your IT department has turned off signup for Microsoft Power BI.

Office 365 允许公司转售与自己的解决方案捆绑和集成的 Office 365，从而为最终客户提供用于购买、计帐和支持
的单点联系。

如果你有兴趣随 Office 365 订阅一起获取 Power BI，则我们建议你与合作伙伴联系以实现此目的。 如果你的合作
伙伴不提供 Power BI，则你可以考虑不同的选择。

1. 你能够从其他渠道（直接从 Microsoft 或从其他合作伙伴）购买该服务。 此选择并非对所有客户都可用，具体
取决于他们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可以通过转到Office 365 管理管理门户门户  > 计帐计帐  > 订阅订阅，来验证这一点。 如果你
看到订阅订阅，则可以直接从 Microsoft 获取该服务，也可以与提供 Power BI 的合作伙伴联系。

2. 如果你未看到订阅订阅在计帐计帐下列出，则无法直接从 Microsoft 或从其他合作伙伴购买。

如果无法直接购买 Power BI，根据你感兴趣的 Power BI 订阅的类型，你仍有一些选择。

Power BI（免费）

Power BI Pro 和 Premium

如果你对 Power BI 的免费产品/服务感到满意，则可以注册免费服务。 默认情况下，个人注册（也称为临时订阅）处
于禁用状态。 尝试注册 Power BI 时，你会看到一条消息，指示 IT 部门已关闭了 Microsoft Power BI 的注册。

若要启用临时订阅，可以与合作伙伴联系并请求打开该功能。 如果你是租户的管理员，并且知道如何利用 Azure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syndication-partner.md


 Power BI Pro 和 Premium

后续步骤

Active Directory PowerShell 命令，则可以自己启用临时订阅。 了解详细信息

 $msolcred = get-credential
 connect-msolservice -credential $msolcred

 Set-MsolCompanySettings -AllowAdHocSubscriptions $true

1. 你需要首先使用 Office 365 凭据登录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第一行会提示你输入凭据。 第二行连接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2. 登录之后，你便可以发出以下命令以启用免费注册。

如果要购买 Power BI Pro 或 Power BI Premium 订阅，则必须与合作伙伴合作以考虑所具有的选择。

合作伙伴同意将 Power BI 添加到其产品组合，以便你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
合作伙伴能够将你转换到一种模型，在其中可以直接从 Microsoft 或从提供 Power BI 的其他合作伙伴购买
Power BI。

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管理 Azure AD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151815.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151815.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Microsoft Intune 配置移动应用
2018/7/20 • • Edit Online

常规移动设备管理配置

NOTENOTE

步骤 1：获取应用程序的 url

iOSiOS

Microsoft Intune 使组织可以管理设备和应用程序。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 Power BI 移动应用程序与 Intune
集成，以使你可以管理设备上的应用程序以及控制安全性。 通过配置策略，可以控制各个项目，如要求提供访问
PIN、控制应用程序如何处理数据，甚至是在无法使用应用时加密应用程序数据。

本文并不旨在作为用于 Microsoft Intune 的完整配置指南。 如果你现在要与 Intune 集成，则需要确保已设置了
一些内容。 了解详细信息

Microsoft Intune 可以在 Office 365 中与移动设备管理 (MDM) 共存。 了解详细信息

本文假定 Intune 配置正确，并且你向 Intune 注册了设备。 如果你与 MDM 共存，则设备会显示已在 MDM 注
册，但是可以在 Intune 中进行管理。

在组织已配置 Microsoft Intune MAM 后，如果在 iOS 或 Android 设备上使用 Power BI 移动应用，则会关闭后台数据刷新。
在你下次进入应用时，Power BI 会刷新 Power BI 服务 Web 数据。

我们在 Intune 中创建应用程序之前，需要获取应用的 url。 对于 iOS，我们会从 iTunes 收到此 url。 对于
Android，可以从 Power BI 移动页面获取它。

保存 url，因为在创建应用程序时会需要它。

若要获取适用于 iOS 的应用 url，我们需要从 iTunes 获取它。

1. 打开 iTunes。

2. 搜索 Power BI。

3. 你应看到在 iPhone 应应用用和 iPad 应应用用下列出了 Microsoft Power BI。 可以使用任一项，因此会获取相
同的 url。

4. 选择获获取取下拉列表，然后选择复制复制链链接接。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mobile-intune.md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676587.aspx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configmgrdogs/2016/01/04/microsoft-intune-co-existence-with-mdm-for-office-365/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microsoft-power-bi/id929738808?mt=8

Android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icrosoft.powerbim

步骤 2：创建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

它应类似于下面这样。

可以从 Power BI 移动页面获取指向 Google Play 的 url。 单击从从  Google Play 下下载载图标会使你转到应用页面。
可以从浏览器地址栏复制 URL。 它应类似于下面这样。

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使你可以强制实施访问 PIN 这类项目。 可以在 Intune 门户中创建策略。

可以先创建应用程序或策略。 添加它们的顺序并不重要。 它们只需在部署步骤中同时存在。

1. 选择策略策略  > 配置策略配置策略。

2. 选择添加添加…。

3. 在软软件件下，可以为 Android 或 iOS 选择移动应用程序管理。 若要快速开始，可以选择创创建建带带有推荐有推荐设设置置

的策略的策略，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

4. 编辑策略以对应用程序配置所需限制。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mobile/


步骤 3：创建应用程序

iOSiOS

NOTENOTE

AndroidAndroid

应用程序是保存到 Intune 中以进行部署的引用或包。 我们需要创建应用程序并引用我们从 Google Play 或
iTunes 获取的应用 url。

可以先创建应用程序或策略。 添加它们的顺序并不重要。 它们只需在部署步骤中同时存在。

1. 转到 Intune 门户，然后从左侧菜单中选择应应用用。
2. 选择添加添加应应用用。 这会启动添加添加软软件件应用程序。

1.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来自来自应应用程序商店的托管用程序商店的托管  iOS 应应用程序用程序。

2. 输入我们从步骤 1 获取的应用 url，然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提供发发布者布者、名称名称和说说明明。 你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图标图标。 类别类别用于公司门户应用。 完成之后，可选择下一下一
步步。

4. 可以决定是要将应用作为任何任何（默认值）、iPad 还是 iPhone进行发布。 默认情况下，它会显示任何任何，并且
会同时适用于这两种设备类型。 Power BI 应用对于 iPhone 和 iPad 是相同 url。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5. 选择上上载载。

在刷新页面之前，你可能不会看到它在应用列表中出现。 你可以单击概述概述并返回到应应用用以重新加载页面。



NOTENOTE

步骤 4：部署应用程序

iOSiOS

1.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外部外部链链接接。

2. 输入我们从步骤 1 获取的应用 url，然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提供发发布者布者、名称名称和说说明明。 你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图标图标。 类别类别用于公司门户应用。 完成之后，可选择下一下一
步步。

4. 选择上上载载。

在刷新页面之前，你可能不会看到它在应用列表中出现。 你可以单击概述概述并返回到应应用用以重新加载页面。

添加应用程序之后，你需要部署它，以便它可供最终用户使用。 这是将创建的策略与应用绑定的步骤。

1. 在应用屏幕上，选择创建的应用。 然后选择管理部署管理部署 ... 链接。



AndroidAndroid

2. 在选择组选择组屏幕上，可以选择你要将此应用部署到的组。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在部署操作部署操作屏幕上，可以选择要如何部署此应用。 选择可用安装可用安装或所需的安装所需的安装会使应用在公司门户中

可供用户按需安装。 进行选择之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4.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管理用程序管理屏幕上，可以选择我们在步骤 2 中创建的移动应用管理策略。 它会默认为你创建的
策略（如果这是唯一可用的 iOS 策略）。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VPN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屏幕上，可以选择策略（如果你具有用于组织的策略）。 它会默认为无无。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6.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配置用程序配置屏幕上，可以选择应应用程序配置策略用程序配置策略（如果你创建了一个）。 它会默认为无无。 这不
是必需的。 选择完成完成。

部署应用之后，应在应用页面上对已部署显示是是。

1. 在应用屏幕上，选择创建的应用。 然后选择管理部署管理部署 ... 链接。

2. 在选择组选择组屏幕上，可以选择你要将此应用部署到的组。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3. 在部署操作部署操作屏幕上，可以选择要如何部署此应用。 选择可用安装可用安装或所需的安装所需的安装会使应用在公司门户中

可供用户按需安装。 进行选择之后，选择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 5：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

4. 在移移动应动应用程序管理用程序管理屏幕上，可以选择我们在步骤 2 中创建的移动应用管理策略。 它会默认为你创建的
策略（如果这是唯一可用的 Android 策略）。 选择完成完成。

部署应用之后，应在应用页面上对已部署显示是是。

你会通过公司门户应用安装应用程序。 如果你尚未安装公司门户，则可以通过 iOS 平台上的 App Store 或
Android 平台上的应用商店获取它。 你会使用组织登录名登录公司门户。

1. 打开公司门户应用。

2. 如果看不到 Power BI 应用列为特色应用，请选择公司公司应应用用。

3. 选择部署的 Power BI 应用。

4. 选择安装安装。



5. 如果你在使用 iOS，则它会将应用推送给你。 在推送对话框中选择安装安装。

安装之后，你会看到它由你的公司管理由你的公司管理。 如果在策略中启用了使用 PIN 进行的访问，则你会看到以下内容。



后续步骤

在 Microsoft Intune 控制台中配置和部署移动应用程序管理策略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更多问题？ 尝试咨询 Power BI 社区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dn878026.aspx
http://community.powerbi.com/


使用 PowerShell cmdlet、REST API 和 .NET SDK 进行
Power BI 管理
2018/7/17 • • Edit Online

CMDLET 名称名称 SDK 方法方法 REST API 终结终结点点 说说明明

Get-PowerBIDatasource Datasets_GetDataSourcesAs
Admin

/v1.0/myorg/admin/datasets
/{datasetkey}/datasources

获取给定数据集的数据源。

Get-PowerBIDataset Datasets_GetDatasetsAsAd
min

/v1.0/myorg/admin/datasets 获取 Power BI 租户中的完整
数据集列表。

Get-PowerBIWorkspace Groups_GetGroupsAsA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获取 Power BI 租户中的完整
工作区列表。

Add-
PowerBIWorkspaceUser

Groups_AddUserAsA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Id}/users

将用户作为成员添加到给定

的工作区。

Remove-
PowerBIWorkspaceUser

Groups_DeleteUserAsA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Id}/users/{user}

从给定工作区的成员身份列

表中删除用户。

Restore-
PowerBIWorkspace

Groups_RestoreDeletedGrou
pAsA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Id}/restore

还原已删除的工作区。

Set-PowerBIWorkspace Groups_UpdateGroupAsAd
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Id}

更新给定工作区的属性。

Get-PowerBIDataset -
WorkspaceId

Groups_GetDatasetsAsAdmi
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_id}/datasets

获取给定工作区中的数据集。

Export-PowerBIReport Reports_ExportReportAsAdm
in

不适用 将给定报表导出到本地文件。

Get-PowerBIReport Reports_GetReportsAsAdmin /v1.0/myorg/admin/reports 获取 Power BI 租户中的完整
报表列表。

Get-PowerBIDashboard Dashboards_GetDashboards
AsAdmin

/v1.0/myorg/admin/dashboa
rds

获取 Power BI 租户中的完整
仪表板列表。

Get-PowerBIDashboard -
WorkspaceId

Groups_GetDashboardsAsA
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_id}/dashboards

获取给定工作区中的仪表板。

通过 Power BI，管理员可以使用 PowerShell cmdlet 编写常见任务的脚本。 还可以利用其中的 REST API 和 .NET
SDK 开发管理解决方案。 本主题列出了一系列 cmdlet 和相应的 SDK 方法以及 REST API 终结点。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PowerShell 下载和文档
REST API 文档
.NET SDK 下载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reference.md
https://www.powershellgallery.com/packages/MicrosoftPowerBIMgmt/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power-bi/overview?view=powerbi-ps
https://docs.microsoft.com/rest/api/power-bi/admin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Microsoft.PowerBI.Api/


Get-PowerBITile -
DashboardId

Dashboards_GetTilesAsAdmi
n

/v1.0/myorg/admin/dashboa
rds/{dashboard_id}/tiles

获取给定仪表板的磁贴。

Get-PowerBIReport -
WorkspaceId

Groups_GetReportsAsAdmin /v1.0/myorg/admin/groups/{
group_id}/reports

获取给定工作区中的报表。

Get-PowerBIImport Imports_GetImportsAsAdmi
n

/v1.0/myorg/admin/imports 获取 Power BI 租户中的完整
导出列表。

Connect-
PowerBIServiceAccount

不适用 不适用 登录 Power BI 并启动一个会
话。

Disconnect-
PowerBIServiceAccount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销 Power BI 并关闭现有会
话。

Invoke-
PowerBIRestMethod

不适用 不适用 将任意 REST API 调用发送到
Power BI。

Get-PowerBIAccessToken 不适用 不适用 在会话中获取 Power BI 访问
令牌。

Resolve-PowerBIError 不适用 不适用 获取失败 cmdlet 调用的详细
错误信息。

CMDLET 名称名称 SDK 方法方法 REST API 终结终结点点 说说明明



管理和部署方法
2018/7/20 • • Edit Online

在过去几十年中，各公司已迅速意识到策略性地利用数据资产从市场机遇中获利的必要性。 目前许多组织已通过进
行竞争力分析或了解运营模式意识到将数据策略作为增强竞争力的途径大有裨益。

鉴于各公司致力于迅速提升数据经营能力，本白皮书提供了增加 Power BI 相关投资的回报的框架。

商业智能专业人士通常将数据经营公司定义为利用事实性信息帮助制定决策进而从中受益的公司。 我们甚至将某些
组织称为具有“数据文化”。 无论是组织级别还是部门级别的数据文化都会对公司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产生积极影
响。 数据策略不一定总是涉及公司整体，改变日常运营的小运营策略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公司一致认为事实及事实分析必须推动形成商业流程。 团队成员努力搜索数据、标记模式，并与其他人共享发
现。

无论是通过外部还是内部业务因素进行的数据分析，此方法都会卓有成效。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视角而
非流程。

阅读 Power BI 管理和部署方法了解 Power BI 内部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选项和建议。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governance.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85915&clcid=0x409


Power BI 安全
2018/7/11 • • Edit Online

Power BI 体系结构

有关 Power BI 安全的详细说明，请下载 Power BI 安全白皮书：

Power BI 服务基于 Azure，后者是 Microsoft 的云计算基础结构和平台。 Power BI 服务体系结构基于两个群集 –
Web 前端 (WFE) 群集和后端后端群集。 WFE 群集负责执行初始连接并对 Power BI 服务进行身份验证，经过身份验证
后后，后端会处理所有后续的用户交互。 Power BI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来存储和管理用户身份，并
分别使用 Azure BLOB 和 Azure SQL Database 管理数据和元数据存储。

每个 Power BI 部署均包含两个群集 – Web 前端 (WFE) 群集和后端后端群集。

WFE  群集为 Power BI 管理初始连接和身份验证进程，使用 AAD 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并为后续客户端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提供令牌。 Power BI 还使用 Azure 流量管理器流量管理器  (ATM) 将用户流量定向到最近的数据中心，由针对
身份验证进程尝试连接并下载静态内容和文件的客户端的 DNS 记录确定。 Power BI 使用 Azure 内容分内容分发发网网络络

(CDN) 来有效地根据地理区域设置将所需的静态内容和文件分发到用户。

后端后端群集是指经身份验证的客户端如何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 后端后端群集管理可视化、用户仪表板、数据集、
报表、数据存储、数据连接、数据刷新以及与 Power BI 服务进行交互的其他方面。 网关角色网关角色充当用户请求与

Power BI 服务之间的网关。 用户并不直接与网关角色网关角色以外的任何角色进行交互。 Azure API 管理管理将最终处理网网
关角色关角色。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power-bi-security.md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9185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29185


IMPORTANTIMPORTANT

数据存储安全性

用户身份验证

数据和服务安全

必须注意，只有 Azure API 管理管理  (APIM) 和网关网关  (GW) 角色可通过公共 Internet 访问。 它们提供身份验证、授权、DDoS 保
护、限制、负载平衡、路由和其他功能。

Power BI 使用两个主要的存储库进行数据存储和管理：用户上载的数据通常发送到 Azure BLOB 存储，并且所有
元数据以及系统本身的项目均存储在 Azure SQL 数据数据库库中。

上方后端后端群集映像中的虚线阐明了仅用户可访问的两个组件（左边的虚线）与仅系统可访问的角色之间的边界。 经
身份验证的用户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时，该连接和客户端的任何请求均由网关角色网关角色（最终由 Azure API 管理管理处
理）接受和管理，它会以用户的名义与 Power BI 服务的其余部分进行交互。 例如，当客户端尝试查看仪表板时，网网
关角色关角色接受该请求，然后分别发送请求到演示文稿角色演示文稿角色来检索浏览器呈现仪表板时所需的数据。

Power BI 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对要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的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反过来，只要用户
尝试获取要求进行身份验证的资源，均使用 Power BI 登录凭据。 用户使用用于建立其 Power BI 帐户的电子邮件
地址登录到 Power BI 服务，Power BI 使用登录电子邮件作为有效用户名，每当用户尝试连接到数据时，就会将其
传递给资源。 然后，有效用户名将映射到用户主体名称 (UPN)，解析为关联的 Windows 域帐户，对其应用身份验
证。

对于使用工作电子邮件（如 david@contoso.com）进行 Power BI 登录的组织，有效用户名映射到 UPN 非常简单。
对于未使用工作电子邮件（如 david@contoso.onmicrosoft.com）进行 Power BI 登录的组织，AAD 和本地凭据之间
的映射需要目录同步才能正常工作。

Power BI 的平台安全还包括多租户环境安全、网络安全和添加其他基于 AAD 的安全措施的能力。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Microsoft 信任中心。

如本文前面部分中所述，用户的 Power BI 登录名由本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使用以映射到凭据的 UPN。 但
是，必必须须注意的是，用户将负责管理共享的数据：如果用户使用自己的凭据连接到数据源，然后基于这些数据（用户

所共享的仪表板未针对原始数据源进行身份验证）共享报表（或仪表板、数据集），并将被授予访问报表的权限。

http://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active-directory/
https://msdn.microsoft.com/library/windows/desktop/aa380525(v=vs.85).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jj573653.aspx
https://www.microsoft.com/trustcenter


例外情况是使用本地数据网关连接到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仪表板缓存在 Power BI 中，但对基础报表或
数据集的访问会对尝试访问报表（或数据集）启动用户身份验证，且仅当用户有足够的凭据访问数据时才会被授予

访问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深入了解本地数据网关。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已停用
2018/7/17 • • Edit Online

管理门户

后续步骤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是 Power BI 的早期版本，已转换为当前版本的 Power BI。 使用过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的用户都可以使用当前版本的 Power BI。 了解 Power BI 的详细信息。

对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管理门户的访问将不再可用。 管理员可以使用新管理门户来管理组织的 Power BI 订
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 管理门户。

什么是 Power BI？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在组织中管理 Power BI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ocs/powerbi-docs.zh-cn/blob/live/powerbi-docs/service-admin-o365portal-retired.md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
https://app.powerbi.com/admin-portal

	Cover Page
	使用 Power BI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快速入门
	在 Power BI 中找到解决方法

	教程
	连接到 GitHub 示例
	开始使用 Power BI

	概念
	Power BI 服务中的新功能
	自助注册
	Power BI 基本信息
	Power BI - 基本概念
	搜索内容并排序
	相关内容
	最近内容
	选择使用 Power BI 预览功能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
	Power BI 中的问答
	Power BI 中的报表
	适用于 Power BI 的 Cortana 简介
	Power BI 中的仪表板磁贴
	与我共享
	Power BI 中的数据刷新
	常见问题
	适用于美国政府的 Power BI
	Power BI 免费版与 Power BI Pro
	10 条关于如何获取帮助的提示
	关于 Power BI 报表中的筛选器和突出显示

	在 Power BI 中工作
	Power BI 中的 Quick Insights
	从文件中获取数据
	在阅读视图或编辑视图中打开 Power BI 报表
	报表编辑器...教程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数据源
	激活延长的专业版试用期
	Microsoft Flow 和 Power BI
	针对德国云客户的 Power BI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开始使用第三方应用
	Power BI 支持的 Quick Insights 类型
	Power BI 中的聚合函数（计算总和、平均值、最大值等）
	Power BI 报表中的页面显示设置


	操作方法
	Power BI 基本信息
	常见任务
	在 Power BI 中收藏仪表板、报表和应用
	在焦点模式下显示仪表板磁贴
	打印仪表板, 打印仪表板磁贴, 打印报表页
	重命名 Power BI 中的内容
	以全屏模式（TV 模式）显示仪表板和报表
	删除 Power BI 中的内容
	组织美国政府组织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警报
	使用 Power BI 中“问答”进行提问的提示和技巧
	安装和使用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查找并连接组织内容包
	Power BI 入门问答

	连接到服务
	连接到要使用的服务
	Acumatica
	Adobe Analytics
	Alpine Metrics 销售预测
	appFigures
	Application Insights
	AT Internet Bridge
	Azure 审核日志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Microsoft Azure 使用见解
	Azure 搜索
	Circuit ID
	ClickDimensions
	comScore Digital Analytix
	GitHub
	Google Analytics
	Insightly
	IntelliBoard
	Lithium
	MailChimp
	Mandrill
	Marketo
	Microsoft Azure Enterprise
	Microsoft Dynamics AX
	Microsoft CRM Dynamics
	Microsoft Dynamics Marketing
	Microsoft Dynamics NAV
	Office365Mon
	Planview Enterprise
	Prevedere
	Project Online
	Project Madeira
	Projectplace
	QuickBooks Online
	Salesforce
	SendGrid
	ServiceNow Incidents
	Smartsheet
	SparkPost
	SQL 数据库审核
	SQL Sentry
	Stripe
	SweetIQ
	Troux
	Twilio
	tyGraph
	UserVoice
	VMob
	Webtrends
	Windows Dev Center
	Xero
	Zendesk
	Ziosk
	Zuora

	仪表板
	Power BI 中的特色仪表板
	Power BI 统一通知中心
	仪表板主题

	报表
	打开报表的众多方法
	更改 Power BI 报表中的图表排序方式
	从可视化效果中导出数据
	如何使用报表筛选器
	订阅报表或仪表板

	发布
	Power BI Publisher for Excel
	发布到 PowerPoint


	在 Power BI 中工作
	仪表板
	从报表创建仪表板
	创建仪表板副本
	从报表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将某个仪表板中的磁贴固定到另一个仪表板
	从 Excel 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从“问答”问题框将磁贴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将整个报表页固定到 Power BI 仪表板
	仪表板使用指标
	向仪表板添加图像、文本框、视频或 Web 代码
	编辑磁贴 - 重设大小、移动、重命名、固定、删除、添加超链接
	设计出色 Power BI 仪表板的提示
	面向 Power BI Quick Insights 优化数据
	创建仪表板电话视图
	为磁贴创建 QR 代码
	向仪表板添加图像
	仪表板数据分类

	询问数据相关问题
	使用问答创建可视化和生成报表
	搭配使用问答和 Power BI Gateway - Enterprise 数据（预览版）
	让你的数据与 Power BI 中的问答功能很好地协作
	为 Power BI 启用 Cortana
	创建 Power BI 问答的精选问题
	Power BI 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语言架构

	共享工作
	应如何开展协作并进行共享？
	共享仪表板和报表
	创建应用工作区
	创建新工作区（预览）
	发布包含仪表板和报表的应用
	共享筛选报表
	从 Power BI 发布到 Web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嵌入报表
	连接到组的 OneDrive 上的文件
	在组工作区中开展协作
	管理 Power BI 和 Office 365 中的组
	共享链接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 Excel 工作簿的仪表板

	内容包
	管理、更新和删除组织内容包
	组织内容包：复制、刷新和获取访问权限
	组织内容包：简介
	创建和发布组织内容包
	删除与组织内容包的连接
	认证
	内容包认证计划
	模板内容包创作
	模板内容包测试
	模板内容包体验


	报表
	从现有报表中创建新报表
	最近内容
	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页面
	在 Power BI 中向报表添加筛选器
	在 Power BI 中保存报表
	从数据集中创建新报表
	与 Power BI 中的编辑视图中的报表进行交互
	在 Excel 中分析
	更改视觉对象在报表中的交互方式
	在 Power BI 服务中创建报表的提示和技巧
	分析窗格
	报表使用指标
	为报表创建 QR 代码
	在 Power BI 报表中更改页面的显示设置
	在 Power BI 中对报表中的页面重新排序
	在 Power BI 中复制报表页面
	将报表从 Power BI 服务导出到 Power BI Desktop（预览）
	通过在 URL 中添加查询字符串参数来筛选报表
	在 Power BI 中生成快速可靠报表的最佳做法
	在 Power BI 中与 ArcGIS 地图交互

	文件中的数据
	立刻从 Excel 工作簿变为出色的报表
	从 Excel 工作簿文件中获取数据
	从 Power BI Desktop 文件获取数据
	数据集的参数设置
	从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中获取数据
	Power BI 中的实时流式处理（预览）
	从 Excel 2016 发布到 Power BI
	减小 Excel 工作簿的大小以便在 Power BI 中进行查看

	数据库中的数据
	具有 DirectQuery 的 Azure SQL 数据仓库
	具有 DirectQuery 的 Azure SQL 数据库
	使用 DirectQuery 的 HDInsight 上的 Spark
	Power BI 中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实时数据
	Azure 和 Power BI

	数据刷新
	配置计划刷新
	刷新从本地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刷新使用云端的 Power BI Desktop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刷新使用本地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刷新使用云端 Excel 工作簿创建的数据集
	在 OneDrive 上刷新使用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创建的数据集
	刷新方案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忘记了 Power BI 的密码？
	捕获 Power BI 的其他诊断信息
	用于 Power BI 的备用电子邮件地址
	如何将相同的帐户登录名用于 Power BI 和 Azure
	Office 365 专用 - 已知问题
	Cortana 故障排除
	“在 Excel 中分析”故障排查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查
	Power BI Gateway - Personal 故障排查
	刷新不支持的数据源故障排除
	Azure SQL 数据库计划刷新中的故障排除
	错误: 我们在你的 Excel 工作簿中找不到任何数据
	磁贴错误故障排除
	刷新失败时，如何刷新 Xero 内容包证书



	资源
	视频
	网络研讨会
	支持的浏览器
	支持的语言和国家/地区
	白皮书


	Power BI Desktop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Desktop？

	快速入门
	连接到数据

	教程
	调整和合并多个数据源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从网页导入和分析数据
	 分析来自 Excel 和 OData 源的销售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你自己的度量值
	创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列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进行 Facebook 分析
	通过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模型实现动态行级别安全性

	示例
	Power BI 示例
	使用示例内容包
	客户盈利率示例：导览
	IT 支出分析示例：导览
	人力资源示例：教程
	机遇分析示例：导览
	采购分析示例：教程
	零售分析示例：导览
	销售和市场营销示例：导览
	供应商质量分析示例：导览
	下载财务示例工作簿

	概念
	最新 Power BI Desktop 更新中有哪些新增功能？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复合模型（预览）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对多关系（预览）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存储模式（预览）
	在 Power BI Desktop（预览版）中进行双向交叉筛选
	Power BI 和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支持的数据源
	Power BI 数据源必备条件

	操作方法
	获取 Power BI Desktop
	Power BI Desktop 入门指南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常见查询任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创建和管理关系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视图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查询概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DAX 基本概念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关系视图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报表视图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多个数据源
	从 Power BI Desktop 进行发布
	Power BI 中的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Power BI 中适用于组织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第 1 部分，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第 2 部分，向 Power BI 报表添加可视化效果
	基本分区图
	Power BI 中的组合图
	自定义可视化效果的标题、背景和图例
	Power BI 中的 ArcGIS
	连接到数据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源
	使用示例连接到网页（预览版）
	连接到 Power BI 服务中的数据集
	将 Excel 工作簿导入 Power BI Desktop
	使用泛型接口连接到数据
	连接到 Adobe Analytics
	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运行 R 脚本
	在查询编辑器中使用 R
	将外部 R IDE 与 Power BI 一起使用
	受支持的 R 包
	直接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输入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Excel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Analysis Services 多维数据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 CSV 文件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 Impala 数据库（预览）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OData 源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预览）
	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网页
	连接到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雪花型计算仓库
	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Consumption Insights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SAP HANA
	Power BI Desktop 中的 Analysis Services 表格数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DirectQuery
	Oracle 和 Teradata 数据库的 DirectQuery
	DirectQuery 和 SAP Business Warehouse (BW)
	DirectQuery 和 SAP HANA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假设引用完整性设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SAP BW 连接器（预览）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链接
	第三方服务：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的 Facebook 连接器
	第三方服务：适用于 Power BI Desktop 的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器
	Project Online：通过 Power BI Desktop 连接到数据

	转换和构建数据
	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形状地图（预览版）
	合并二进制文件

	为你的数据建模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分类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 Power BI 移动应用标记条形码字段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为 Power BI 移动应用设置地理筛选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列
	Power BI Desktop 中的计算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度量值
	导入和显示 KPI（预览）

	创建报表
	报表的视觉对象元素
	导出到 PDF 和打印报表
	Power BI Desktop 中的问答
	Power BI Desktop 中的分析窗格
	使用见解说明增长和减少情况
	使用见解查找图表中分销不同的地方
	Power BI 中的书签
	使用报表主题
	使用快速测量值
	使用 What if 参数
	使用钻取
	使用相对日期切片器和筛选器
	使用分组和装箱
	功能区图表
	使用新的矩阵视觉对象
	使用 R 创建 Power BI 视觉对象
	使用 R 驱动的自定义视觉对象
	使用网格线和对齐网格
	高密度直线采样
	高密度散点图
	从示例添加列
	添加自定义列
	在 Power BI 中创建响应式视觉对象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使用内联层次结构标签（预览）
	使用数字范围切片器
	创建可以重设大小的响应式切片器
	为 Cortana 创建自定义 Power BI 答案卡
	行级别安全性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自定义工具提示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条件表格格式设置
	在 Power BI Desktop 中按列排序
	创建针对 Power BI 手机应用的优化报表
	使用“查看数据”和“查看记录”

	可视化效果
	可视化最佳实践
	查看用于创建视觉对象的数据
	更改 Power BI 报表中的可视化效果类型
	颜色格式设置和轴属性入门
	Power BI 中颜色格式设置的提示和技巧
	在 Power BI 中复制并粘贴可视化效果
	在 Power BI 报表中移动可视化效果、调整其大小和弹出可视化效果
	在 Power BI 中深入探索可视化效果
	表中的超链接
	向 Power BI 报表中的文本框添加超链接
	直方图
	用于 Power BI 地图可视化效果的提示和技巧
	Power BI 报表中的文本框
	自定义 X 轴和 Y 轴属性
	Power BI 中的圆环图
	Power BI 中的着色地图（等值线图）
	Power BI 中的漏斗图
	KPI 视觉对象
	Power BI 中的径向仪表图
	Power BI 中的散点图
	Power BI 中的切片器
	使用表
	Power BI 中的树状图
	Power BI 中的瀑布图
	Power BI 中的卡片（大数字磁贴）
	使用 Power BI 中的 R 脚本创建高级分析和可视化效果

	故障排除
	解决在 Power BI Desktop 和 Power Query 中导入 Access 数据库和 Excel 电子表格时出现的问题
	解决启动 Power BI Desktop 时出现的问题


	参考
	Power BI Desktop 中的数据类型
	Power BI Desktop 隐私级别
	Power BI 中的连接器扩展性

	资源
	Power BI Desktop 视频
	此前的 Power BI Desktop 月度更新
	Power BI Desktop“发送微笑”隐私声明
	Power BI 报表中的辅助功能
	管理 Power BI Desktop 登录窗体


	Power BI 移动应用
	概述
	什么是移动应用？

	快速入门
	浏览仪表板和报表

	教程
	在 iOS 移动应用中提问

	概念
	移动应用中的新增功能
	使用移动应用获取实际数据
	在移动应用中脱机查看数据
	Power BI for Mixed Reality 应用（预览版）

	操作方法
	所有移动应用
	在移动应用中查看本地报表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共享仪表板
	在移动应用中与磁贴进行交互
	移动应用中的收藏夹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设置数据警报
	获取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的通知
	创建指向特定位置的深层链接
	在 Power BI 移动应用中按位置筛选报表
	使用手机扫描 Power BI QR 代码
	移动 Power BI 的仪表板
	查看针对手机进行优化的报表
	移动应用中的报表
	使用 OAuth 连接到 Reporting Services
	使用 Intune 配置移动应用

	Android 设备
	Android 应用入门
	修复“你的企业 SSL 证书不受信任”的问题
	修复“需要更新 Android System Webview”的问题

	iOS
	开始使用 iOS 应用
	iOS 移动应用中的问答虚拟分析师
	Power BI Apple Watch 应用
	使用 iPhone 上的应用扫描条形码

	iOS 和 Android
	在移动应用中批注并共享

	适用于 Windows 10 设备的 Power BI 应用
	开始使用 Windows 10 版移动应用
	将仪表板固定到开始屏幕
	在 Windows 10 版应用中查看 Reporting Services 移动报表和 KPI
	查看 Surface Hub 上的 Power BI


	资源
	移动应用中支持的语言


	面向开发人员的 Power BI
	嵌入式分析
	概述
	什么是使用 Power BI 嵌入
	Azure 中的 Power BI Embedded 是指什么

	教程
	为客户嵌入内容
	为组织嵌入内容
	将内容集成到主权云的应用程序

	概念
	行级别安全性 (RLS)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权限

	操作方法
	如何从应用嵌入
	创建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租户
	注册应用程序
	对 Power BI 服务进行身份验证
	嵌入式常见问题解答
	嵌入式应用程序疑难解答
	在 Azure 中管理容量
	在 Azure 中创建容量
	在 Azure 中扩展容量
	在 Azure 中暂停和启动容量

	从工作区集合进行迁移
	如何从 Power BI 工作区集合进行迁移
	迁移工具
	迁移代码片段


	参考
	API
	Azure 资源管理器 REST API
	Power BI REST API

	.NET SDK 下载
	在应用中嵌入自定义布局

	资源
	开发中心
	用于嵌入的载入体验工具
	JavaScript 演练示例
	Power BI JavaScript wiki
	JavaScript Git 存储库
	Power BI C# Git 存储库
	示例
	Power BI 社区
	Stack Overflow


	开发自定义视觉对象
	概述
	将自定义视觉对象添加到 Power BI 中

	教程
	开发 Power BI 自定义视觉对象

	概念
	使用功能
	数据视图映射
	对象和属性
	高级编辑模式
	迁移到经过版本控制的 API 指南

	操作方法
	完成自定义视觉对象认证
	将自定义视觉对象发布到 AppSource

	参考
	API

	资源
	开发中心
	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创建自定义视觉对象
	示例
	自定义视觉对象 Git 存储库


	自动化
	概述
	借助 Power BI API 可以做什么？

	教程
	将数据推送到数据集

	概念
	实时数据的自动保留策略
	推送数据
	Power BI REST API 限制
	数据集属性
	数据模型版本控制


	操作方法
	将应用注册到 Azure AD
	获取身份验证访问令牌
	创建数据集
	获取数据集以添加行
	向表中添加行

	参考
	REST API
	完整代码清单

	资源
	开发中心
	Power BI C# Git 存储库
	.NET SDK 下载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比较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和服务

	教程
	浏览 VM 中的 Power BI 报表服务器

	概念
	最近更新
	更改日志
	支持时间线
	硬件和软件要求
	浏览器支持
	管理员概述
	报表服务器基本信息
	Power BI 报表计划内刷新
	Power BI 报表数据源
	分页报表数据源
	订阅
	使用移动应用
	计划内刷新疑难解答

	面向开发人员的报表服务器
	面向开发人员的报表服务器
	报告查看器控件
	开发扩展
	嵌入报表


	操作方法
	安装 Power BI Desktop
	报表服务器基本信息
	为报表服务器创建 Power BI 报表
	管理报表服务器中的内容
	为报表服务器创建分页报表
	使用 KPI
	通过 OData 源访问共享数据集 
	配置计划刷新
	向报表添加注释

	面向管理员的报表服务器
	安装报告服务器
	查找产品密钥
	升级报表服务器
	迁移报告服务器
	配置 Kerberos 以使用 Power BI 报表
	远程配置移动应用访问
	主机 Excel 工作簿


	参考
	REST API
	WMI
	SOAP API
	URL 访问
	扩展

	资源
	容量规划白皮书


	网关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网关？

	教程
	连接到 SQL Server 数据

	概念
	部署数据网关指南
	本地数据网关常见问题

	操作方法
	安装网关
	管理网关
	管理企业数据源 -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企业数据源 - SAP HANA
	管理企业数据源 - SQL
	管理数据源 - Oracle
	管理企业数据源 - 导入/计划刷新
	合并本地和云数据源
	使用 Kerberos 进行单一登录 (SSO)
	配置代理设置
	本地数据网关的高可用性群集
	本地数据网关
	本地数据网关 - 深入了解
	本地数据网关(个人模型)
	自定义连接器
	本地数据网关故障排查


	管理
	概述
	什么是 Power BI 管理？

	快速入门
	购买 Power BI Pro
	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 Office 365
	分配 Power BI Pro 许可证 - Azure

	概念
	Power BI Premium
	Power BI Premium 有哪些特权？
	高级容量内存使用，优化
	购买 Power BI Premium
	管理 Power BI Premium
	支持大型数据集
	增量刷新
	多地理位置支持（预览）
	Power BI Premium 常见问题解答
	Power BI Premium 发行说明

	Office 365 中的管理员角色
	常见问题解答 (FAQ)

	操作方法
	Power BI 管理门户
	通过新 Office 365 试用版注册 Power BI
	我的租户位于何处？
	找到已登录的用户
	Auditing Power BI
	跟踪服务运行状况
	关闭 Power BI 帐户
	组织中的 Power BI Pro
	组织中的 Power BI（免费）
	Power BI 和 ExpressRoute
	使用 Azure AD B2B
	Power BI 的行级安全性
	Power BI 存档工作区
	无法将 Power BI 添加到 O365 合作伙伴
	使用 Intune 配置移动应用

	参考
	PowerShell、REST API 和 .NET SDK
	适用于 PowerShell 的 Power BI cmdlet

	资源
	Power BI 管理和部署方法
	Power BI 安全性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已转换为 Power B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