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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bleau，我们的目标是让数据分析成为令人愉悦的体验。 用户称当自己深深沉浸在 Tableau 
中时，就不再会去考虑 Tableau 的使用方法，而只会感受到探究数据问题所带来的乐趣。 我们
将此称为顺畅体验 — 一种沉浸在任务中的愉悦状态。

如果您不得不考虑如何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这就会打破这种顺畅的状态。 之所以会导致上
述结果的出现，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人们需要处理的数据聚合了不同的详细级别。 这些
问题通常问起来很容易，但回答起来却很困难。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 能通过绘图，表现出公司每季度订单数量超过 100 的天数吗？

• 找出每个销售人员完成过的 大订单，然后以各个经理显示这些销售额的平均值。

• 按每位客户首次进行购买的年份给其标记，然后用这些标记对销售额分组。

为了解答这类问题，Tableau 9.0 引入了名为详细级别 (LOD) 表达式的新语法。 这种新的语
法能够直接解答详细级别问题，从而简化并扩展了 Tableau 的计算语言。

面对单一可视化内容中涉及多级别粒度的情况，您可以借助详细级别表达式这一精妙而高效
的方法来解答相关问题。 





3

目录
详细级别表达式如何运作 — 说明“详细级别” .....................................................................4

Include： 以较低的详细级别进行计算 ...............................................................................................7

Exclude： 以较高的详细级别进行计算 ..........................................................................................12

Fixed： 指定确切的详细级别 .................................................................................................................14

典型用例 ................................................................................................................................................................18

结语 ...........................................................................................................................................................................21

附录 A – 其他资源 .........................................................................................................................................21

附录 B – 详细级别表达式对比表计算 .............................................................................................22



4

详细级别表达式如何运作 — 说明“详细级别” 

数据探究的关键因素在于了解数据源的结构。 例如，您拥有一些餐厅检查数据，其

中粒度 高的部分按街道地址列出。 稍后您可能会希望将数据进行聚合，以邮政编

码、城市、州/省/直辖市/自治区，甚至是国家/地区为单位查看各种属性。 

在 Tableau 中，您通常可以将所关注的维度拖动到视图（如城市、州/省/直辖市/自

治区）内来实现这一目的。 系统会根据“可视化详细级别”对数据进行聚合，具体

取决于您选择加入视图中的不同维度。

将维度置于图中框出的功能区上，这样即可将其添加到可视化详细级别中。

将维度置于“页面”、“筛选器”和“工具提示”功能区上则无法将其添加到可视化详细级别中。 
将维度置于这些“功能区”上即可在没有直观显示的情况下，在视图中修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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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要点： 借助详细级别表达式，无需实际将这些维度拖入可视化内容中，

您即可确定在计算中使用的详细级别（即维度）。 您可以独立于可视化详细级别，

定义应以什么详细级别来执行计算。 

在以下示例（使用餐厅检查数据）中，视图中添加了两个维度： 城市和州/省/直辖

市/自治区。

此地图展示了由 YELP 提供，关于大爱丁堡地区的餐厅检查数据。 这些数据的聚合度为城市或州/省/
直辖市/自治区详细级别。

视图中的数据是根据可视化详细级别（此例中包含城市和州/省/直辖市/自治区）进

行聚合，且聚合度高于基础数据源。 图中的所选点展示了爱丁堡纽布里奇所有餐厅

的平均粉丝数。 

向视图中添加粒度更高的维度，这会导致可视化详细级别聚合度降低。 例如，我们

可以将商家 ID 添加到可视化内容中（将其拖动到“详细信息”功能区上），以便了

解每户商家的平均粉丝数。 此操作还会改变可视化内容：每户商家都会在地图上显

示为一个圆。 不过，要是我们不想改变可视化内容，那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要确定

每个商家 ID 的粉丝总数，用这些值算出每座城市的平均值，让每座城市只显示一个

圆，那又该怎么办？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每座城市里每家餐厅的平均粉丝数。

这需要在不用将维度拖动到可视化内容中的条件下，向视图添加更多维度。 我们可

以借助详细级别表达式实现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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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创建一个名为“每户商家粉丝数”的新计算字段。 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相

应语法：

{FIXED [商家 ID] : SUM([粉丝数])}

范围关键字 维度声明 聚合表达式 括入 {} 中

该表达式可指示 Tableau 为每个商家 ID 执行聚合操作，而不论可视化内容中所用

的其他维度如何。您可以使用详细级别表达式来计算每个商家 ID 的所有粉丝数。 

将此新字段拖入视图中后，我们就能计算出每座城市的平均值。

“每户商家粉丝数”字段已添加到“颜色”功能区中。 纽布里奇的每户商家平均粉丝数 高 — 185，
这个值依据 FIXED 详细级别表达式计算得出。

通过使用详细级别表达式中的 FIXED 运算符，我们了解到了哪座城市的每个商家 ID 

平均粉丝数更多。 也就是说，蓝色色调更深的城市餐厅受欢迎的程度更高（或者是

因城市有更多居民，导致每家餐厅的粉丝总数更多）。 

详细级别表达式的关键字类型有三种 — EXCLUDE、INCLUDE 和 FIXED，每一种

都会让详细级别表达式有不同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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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以较低的详细级别进行计算

在此例中，我们将查看标准的销售数据库（Tableau 随附的 Superstore 数据库）。 

在这里，每一行都代表了特定商品的销售额。 订单中可能会包含分布在多行中的多

件商品。 也就是说，此数据库中的 高详细级别是一件独特的商品。

Tableau 随附的 Superstore 数据库的屏幕截图。

此数据库屏幕截图中的第一行是 2 件 Bush Somerset 书橱的购买信息。 第二行是 3 

把 Hon Stacking 椅子的购买信息。 这两行共同构成了一份订单 — 即订单 CA-2013-

152156。

假设您正在分析每个地区的销售业绩，希望了解哪个地区的平均订货量 高 

（或 低）。 



8

为了弄清这一点，您需要计算每份订单的订货量（计算每个订单 ID 对应的总销售

额），然后按地区计算平均值。 

这个业务问题问起来很容易，而借助新的详细级别表达式语法，Tableau 也能让问

题的解答变得很容易。 下面对新的语法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

左花括号后的第一
个元素是以下某
个范围关键字： 

INCLUDE、EXCLUDE 
或 FIXED。

指定零个或更多维度，
用于在计算聚合表达式
的值时供范围关键字

引用。

聚合表达式就是要执行
的计算。 

整个详细级别表达式都
要括在花括号中。

详细级别表达式可如图所示在计算编辑器中编写。 此详细级别表达式用于计算每个订单 ID 的总额。 
计算结果是一个名为订货量的新字段。

左侧条形展示的是各地区的平均订货量（通过详细级别表达式计算得出），而右侧条形展示的是各
地区的平均销售额（即所有订单项的平均值，不论它们属于哪个订单）。 现在您可以解答下面这个
问题了： 哪个地区的平均订货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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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北美和中亚的平均订货量 高，分别为 737 美元和 733 美元。 即使订

单 ID 并未显示在可视化内容中，我们也能确定这一结果 （在 Tableau 9 之前，除

非将订单 ID 添加到视图中，否则我们就无法计算这些值）。

如果我们仅按地区绘制了AVG(销售额)，正如图中右侧的条形所示，那我们看到的

就是每个地区所有订单项（行）的平均值，而这并非我们想要的结果。 与此相反，

借助订货量详细级别表达式，我们就能先确定每份订单的订货量 

（即该订单中所有订单项的总销售额），然后按地区计算出结果订单的平均值，从而

确定各地区的平均订货量。 

现在我们已经对平均订货量 高的地区有了概念，再让我们问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问题： 在销售数据库中，哪个国家/地区的销售代表完成的“ 大订单”平均销售

额 高？ 我们想要进行的操作如下：

1. 找出每个销售人员完成过的 大订单，然后

2. 按国家/地区计算这些“ 大订单”的平均销售额。 

此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但借助详细级别表达式就能轻松解答： 

销售代表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详细级别表达式可用于计算每位销售代表的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 在此
例中，详细级别表达式的平均值直接在“计算编辑器”窗口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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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销售代表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详细级别表达式来比较各个国家/地区的 大订单平均销
售额。 塔吉克斯坦所有销售代表的“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为 4,533 美元。 

请注意，我们只用了一个表达式 AVG({INCLUDE [销售代表] : MAX([销售额])}) 就

解答了此问题，无需复杂的公式。 实际上，您还可以探究更多与您的数据有关的问

题，只需向视图添加更多维度并让计算更新即可。 例如，我们在分析中加入年份：

有更多维度添加到视图中时，销售代表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详细级别表达式会更新，此例中添加的
是交易日期的年份。 现在，可视化内容会按国家/地区和年份显示每位销售代表的“ 大订单”平
均销售额。 塔吉克斯坦所有销售代表的“ 大订单”平均销售额在 2012 年时为 1,636 美元，2013 
年时为 3,482 美元，2014 年时为 2,25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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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中使用 INCLUDE 关键字，销售代表字段就会明确包含在计算中，但置于可

视化内容中的其他所有维度（此例中为国家/地区和年份）也会如此。 通过将年份

加入视图中，我们可以深化分析并获取一些深入见解，例如：2012 年，巴林的 大

订单平均销售额 高，达到了 4,069 美元。

以下流程图直观展示了 Tableau 如何执行 IN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

IN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会将维度添加到可视化详细级别中 

INCLUDE 关键字可创建聚合度低于（即粒度较高）可视化详细级别的表达式。 执行

计算前，指定维度会先添加到可视化详细级别中。

请注意，INCLUDE 表达式在视图中用作聚合度量。 实际上，所有 INCLUDE 表达

式在置于视图上时都会用作度量或聚合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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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de： 以较高的详细级别进行计算

请考虑以下情况： 我们希望能以月为单位，查看总销售额以及按地区计算的总销售

额。 要实现这一目标：

1. 我们需要将地区从每月总销售额的计算中排除。

2. 然后在计算地区销售额细目时将地区包括在内。 

让我们使用上文所述销售数据库，来浏览一下其他的示例。 

每月总销售额（条形上的颜色）依据 EX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计算得出。 按地区计算的总销售额
（条形的长度）并非基于详细级别表达式。 结果是以两种不同详细级别显示数据的单一可视化内容。

通过这个名为总销售额的详细级别表达式，您可以计算所有地区的每月总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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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上述可视化内容中，地区已被置于“列”功能区上，因此会影响地区和月

份（订购日期）的可视化详细级别。 借助 EXCLUDE 表达式，您就可以在显示地区

销售额细目的同时，计算（所有地区的）总销售额。 同样，我们创建了一个“高于”

可视化详细级别（即粒度较低）的详细级别表达式：

{EXCLUDE [地区] : SUM([销售额])}

EXCLUDE 关键字的关键点在于： Tableau 会先从可视化详细级别中删除排除的维

度并执行计算，假设该维度完全不存在。 然后将相关结果直观显示出来。 以下流程

图直观展示了 Tableau 如何执行 EX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 

使用 EX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将从计算中排除指定的维度。

该表达式 {EXCLUDE [地区]: SUM([销售额])} 可指示 Tableau 排除地区维度，用可视

化内容中的其他维度计算总销售额。 也就是说， 后每个月都会得出单个值，代表所

有地区的总销售额。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强大的视图，其中同时显示了总销售额与各地区的销售额，它们

都使用了 SUM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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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聚合混合在一起。 例如，我们可以更改详细级别表达式，以显示

每月的平均销售额，同时仍然显示地区总额：

现在，颜色代表的是每月平均销售额，依据 EX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计算得出。 按地区计算的
总销售额（条形的长度）并非基于详细级别表达式。 

与 INCLUDE 表达式类似，所有 EXCLUDE 表达式在置于视图上时都会用作度量或聚

合度量。 此类表达式很适合计算“总额百分比”或“与整体平均值之间的差值”。

Fixed： 指定确切的详细级别

详细级别表达式还为完全独立于可视化详细级别，创建聚合级别提供了可能；此前

这一功能只能通过自定义 SQL 来实现。

例如，请考虑以下情况： 让我们假设您要分析 YELP 数据，找出产生商家首次评论

的年度粉丝群。 每个粉丝群的评论趋势都相同吗？

借助详细级别表达式，我们能以确切的详细级别指定粉丝群：

此详细级别表达式会将每个商家 ID 的详细级别固定。 然后，该表达式会在每个商家 ID 的所有评论
中找出 早的评论日期年份，并将该值与商家 ID 关联起来。 您可以将“首次评论年份”视为数据
库中新的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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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可视化内容中使用此字段时，计算范围已在表达式中明确定义。 为每个商

家 ID 记录了首次评论年份后（如下所示），对粉丝群的探究将会带来深入的见解。

详细级别已固定在了商家 – ID 上。 请注意，每个评论行的首次评论年份（可在 FIXED 详细级别表
达式中找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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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视化内容展示了按首次评论年份和评论日期的年份细分的记录数（评论数）。 将首次评论年份
添加到“颜色”中，即可创建出粉丝群分析。

FIXED 关键字可让我们明确定义计算的聚合级别。 与 INCLUDE 和 EXCLUDE 不同，

该关键字可独立于可视化内容中所用的维度来实现这一目标。 

FIXED 表达式结果的粒度可能会比可视化详细级别更低或更高，具体取决于 FIXED 

维度和可视化详细级别之间的关系。 

根据可视化详细级别与 FIXED 维度在粒度级别上的差异， 终值可能会与 EXCLUDE 表达式（左
侧图表）或 INCLUDE 表达式（右侧图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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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用首次评论年份作为筛选器：

详细级别表达式也能用作筛选器。 在首次评论年份上应用快速筛选器，可快速对年度粉丝群进行逐
步跟踪，了解拉斯维加斯特定区域的首次评论年份是否早于其他区域。 对 FIXED 详细级别表达式
的计算优先级高于对视图中商家 – 州/省/直辖市/自治区应用的维度筛选器。

请注意，每个年度粉丝群都会分配到一个离散“级”，也就是说，首次评论年份

在视图中用作一个维度。 FIXED 表达式可以用作维度或度量。 根据数据类型的不

同，Tableau 会将 终计算用作维度或度量。 

INCLUDE/EXCLUDE 和 FIXED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各自会落入筛选分层结构

中的什么位置，具体如下所示。 FIXED 详细级别表达式在维度筛选器之前、上下文

筛选器之后进行计算。 这可以支持很多用例

FIXED 详细级别表达式筛选器在上下文筛选器之后、维度筛选器之前进行应用。 另一方
面，INCLUDE/EXCLUDE 筛选器则在维度筛选器之后、上下文筛选器之前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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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用例

本白皮书上文的章节中已经列出了一些详细级别表达式的适用情况，不过对于利用

详细级别表达式解决业务问题来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头。 其他值得注意的示例有：

订单数直方图：各客户群中分别有多少客户下了 1、2、3... 份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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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对比目标：达到每个州/省/直辖市/自治区利润目标的产品百分比。

客户赢取数：各市场的累计客户赢取数分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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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利润 KPI：每个月分别有多少天利润较高、有一定利润或没有利润？

如需了解一些对详细级别表达式 佳用例的透彻探讨，请参阅 Tableau 出版物《15 

大详细级别表达式》(Top 15 LOD Expressions)，其中包含带有分步说明的在线示

例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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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详细级别表达式是 Tableau 9.0 的一项强大的新功能，它能让我们轻松解决过去需

要创建复杂公式才能处理的问题。 此类表达式能让我们直观地定义计算范围，并在

探究数据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流畅的状态。

详细级别表达式并非表计算的一种新形式；它们可以替代很多表计算，但也带来了

新的可能。 详细级别表达式和表计算有着不同的运算方式。 表计算完全由查询结果

生成，而详细级别表达式通常是作为针对基础数据源查询的一部分而生成。 表计算

总是以生成度量作为结果，而详细级别表达式则能创建度量、聚合度量或维度。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面顺畅的体验，轻松精妙地解答所有问题，而详细级别表达式

就是通往这个目标的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附录 A – 其他资源

如需有关创建、使用和说明详细级别表达式的其他资源，请参阅下方列出的材料。

• 第一印象： 由 Robin Cottiss 提供的详细级别表达式(LOD Expressions)简介 

• 说明： 由 Bora Beran 提供的详细级别表达式(Level of Detail Expressions) 

• 示例与教程：15 大详细级别表达式(Top 15 LOD Expressions)

• 示例： 来自 Information Lab 的 Craig Bloodworth 的详细级别表达式使用体验记录

http://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5/2/introduction-level-detail-expressions-36655
https://boraberan.wordpress.com/2015/01/30/whats-new-in-tableau-9-0-part-2-level-of-detail-expressions/
http://www.tableau.com/zh-cn/LOD-expressions
https://www.youtube.com/embed/BnSF6i4MW0E?rel=0&showinfo=0&color=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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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详细级别表达式对比表计算

对于使用 Tableau 9 之前版本的用户，您可以用详细级别表达式来替代以低效方式

创建的计算。

• 使用表计算，您可能要设法找出一个分区中的第一个或 后一个时段。 

例如要在每月的第一天计算组织中的总人数。 

• 使用表计算、计算字段和参考线，您可能要设法将聚合字段归入相应级中。 

例如要找出客户确切数量的平均值。 

• 使用数据混合，您可能要设法相对于数据中的 晚日期进行相对日期筛选。 

例如要在数据每周刷新的情况下，根据 晚日期计算本年迄今总额。 

此附录专为通过 Tableau 8 或更早版本入门的用户而设计。 在这些版本的软件中，

有时会用到表计算来指定聚合级别。 虽然您现在可以轻松地通过详细级别表达式精

确指定详细级别，但表计算并未失去在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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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表计算与详细级别表达式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 

表计算 详细级别表达式

表计算通过查询结果生成。

WINDOW_AVG(SUM([Sales]))

详细级别表达式作为针对基础数据源查询的一部分而
生成。 它们是以嵌套选择的形式表现，因此依赖于 
DBMS 性能：

SELECT T1.[State],SUM(T2.[Sales per County, State])

FROM [DB Table] T1 INNER JOIN

(SELECT [State], [County], 

AVG([Sales]) AS [Sales per County, State]

FROM [DB Table] GROUP BY [State],[County]) T2 

ON T1.[State] = T2.[State]

GROUP BY T1.[State]

表计算只能生成粒度等于或低于可视化详细级别的
结果。

详细级别表达式可生成粒度高于或低于可视化详细
级别的结果，也可以完全独立于可视化详细级别生
成结果。

控制表计算运算的维度独立于计算语法，在“计算依
据”“计算因素”菜单中进行指定。

控制详细级别表达式计算的维度嵌入在计算语法中。 

对于 INCLUDE/EXCLUDE 表达式，这些维度是相对
于可视化详细级别来说的，而对于 FIXED 表达式，
这些维度是绝对的。

详细级别表达式可用作度量、聚合度量或维度。 数据
类型由公式确定。

INCLUDE/EXCLUDE 表达式通常用作度量或聚合
度量。 FIXED 表达式通常用作维度，但也可以用作
度量。

表计算始终是聚合度量。 详细级别表达式可以用于其他构造中。

针对表计算的筛选器可用作隐藏功能，它们不会从结
果数据集中删除记录。

针对详细级别表达式的筛选器可用作排除功能，它们
会从结果数据集中删除记录。 表达式的值会在可视
化流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计算，具体取决于表达式是 
FIXED 还是 INCLUDE/EXCLUDE。

正如之前我们所见，如果要尝试达成与 EXCLUDE 语句相同的结果，表计算很难做

到通俗易懂。 您需要根据所需的详细级别，将可视化内容中的所有维度设置成分区

或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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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表计算从查询结果聚合而来，因此它们仅适用于比可视化详细级别聚合

度更高/粒度更低的情况。

能否使用表计算作为指定详细级别的方法，这取决于表计算详细级别（即要将维度设置成分区或 
寻址）。

寻址字段是您要从计算中排除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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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您要用表计算实现与 INCLUDE 语句相同的效果，您就需要降低查

询结果的聚合度，以便与 低级别计算相匹配。

要在 Tableau 9.0 之前的版本中实现与 INCLUDE 详细级别表达式相同的结果，您可以利用表计算
创建新的可视化详细级别。

下一步是使用表计算将聚合度重新提高到初始可视化详细级别的水平。 不过，可视

化详细级别记录的数量会高于我们的需求，因此通常有必要使用 INDEX()=1 或同等

功能仅保留一个记录。 

如您所见，使用表计算实现 EXCLUDE/INCLUDE 表达式的效果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使用详细级别表达式执行计算会轻松得多（也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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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Tableau

Tableau 帮助大家看到并理解数据。 Tableau 帮助任何人快速分析、可视化并分享信息。 超过 26,000 
多家客户通过使用 Tableau 在办公室或随时随地快速获得结果。 数以万计的人使用 Tableau Public 
在博客与网站中共享数据。 下载免费试用版了解 Tableau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下载网址：
www.tableau.com/zh-cn/trial.

其他资源

下载免费试用版

相关白皮书

为何要在云中实现业务分析？

创建有效活动仪表板的 5 个 佳做法

查看所有白皮书

了解其他资源

· 产品演示

· 培训与教程

· 社区与支持

· 客户故事

· 解决方案

Tableau 和 Tableau Software 是 Tableau Software, Inc. 的商标。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的名称可能是与其
相关联的各自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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