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销售额管理】应用为例，

介绍如何在应用中对现有的记录进行汇总，

并以图表或表格的形式显示汇总结果！

图表・汇总功能

每次会议时都要统计销售额，

制作报告资料，非常的费时费力…

如果可以实时看到最新的销售状况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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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汇总功能启用前

销售额管理

・每次都是使用 Excel 来统计销售状况制作报表

→ 汇总费时费力

→ 每次都必须更新最新的数据

导出现有的数据，手动在 Excel 中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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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汇总功能启用后

销售额管理

・设定汇总条件，自动生成图表
→ 可以大幅减少汇总和图表制作的时间

→ 无需手动更新，无论何时都能确认最新的信息

选择事先设置的图表，

就可以随时查看最新的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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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的设置方法

使用图表功能，可以对数据进行数值的合计，记录数的汇总等。

保存后最新的图表就可以实时显示在应用的首页（记录一览）中。

才望云中，可以用以下 2 个方法进行数据的汇总，图表的创建。

① 选择图表类型后创建

通过用户自己设置类型与汇总条件等，创建成图表与表格。

② 使用推荐图表创建

页面自动显示以应用的数据为基础创建的图表与表格作为候选。

仅需从中选择符合需要的候选，即可创建图表与表格。

本例选择「① 选择图表类型后创建」，创建柱形图来汇总每个月各据点的销售额。

① 选择图表的类型后创建

② 使用推荐图表创建

在推荐的图表中，如果有想要使用的图表，可以点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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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效果图】

 1. 选择图表的类型后创建

1 打开图表的创建页面

在需要汇总应用的记录列表页面中，点击 。

②选择图表类型

从「选择图表类型后创建」中选择图表类型。本例选择［柱形图］。

①

②

鼠标点击「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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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置图表

①设置图表类型

选择汇总结果的显示类型。因为想呈现汇总值，所以选择［柱形图］的［簇状］。

※才望云的「图表的类型和活用」可以参考第 13 页

②选择分组项目

对记录进行分类并汇总时，选择相应的项目作为分类基准。本例要汇总每个月各据点的销售额，所以大项

目设置［金额］［以月为单位］、中项目设置［据点名］。

※点击 可以追加大项目，中项目，小项目。

③选择汇总方式

设置记录的汇总方法。可以选择「记录数」「求和」「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这几个选项。本例要汇

总销售额的求和值，所以选择［求和］［金额］。

①

②

选择图表类型，分组项目

③

因为有预览的功能，所以可以快速查看完成图！

大项目反映在横轴上，中项目反映为系列、汇总方法反映在纵轴上。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马上就可以使用这个图表！请接着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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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设定条件

如果只想汇总特定时间段内或特定条件下的记录时，可以设置「条件」。本例就不进行条件的筛选了，直

接默认［所有记录］。

⑤设置排序

设置汇总结果的排序方式。如选择「汇总方法」、「大项目」、「中项目」或者「小项目」、则以对应的各字

段值对汇总结果进行排序。本例选择［大项目］［升序］，［汇总值］［升序］来进行设置。

※选择汇总值，会以汇总方式（本例为「合计」「销售额」）的值的顺序来显示图表。

⑥保存

点击页面右下方的［保存］ 。

 「保存」和「应用」的区别

［保存］：可保存已设置完成条件的图表和汇总。今后若会经常用到的话，使用保存会更加便捷。

※仅限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使用。

［应用］：仅保存当下可查看。如果仅为了当下查看汇总结果的话，使用应用比较便捷。

※没有管理员权限的一般用户也可以使用。

点击「保存」

⑥

④

⑤

选择条件

保存后随时可查看 仅保存当下可查看

选择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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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输入图表名称

设置图表名。本例输入「各据点每月汇总」，点击［确定］。

显示汇总结果的图表就完成啦！

⑦ 输入图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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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ry 让我们来显示下图表吧！
设定完成后，汇总值就会显示在图表中。另外，让我们也试着在其他应用中创建图表吧。

 图表的显示

在应用的记录列表画面中，点击 后，可以显示已经创建完成的图表。

在图表列表中，选择想要查看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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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图表的设置

如要更改图表的设置，可以在应用的设置页面进行。

打开「图表」标签，在需要更改的图表右侧点击 进行编辑。

 对图表进行排序、复制和删除

在应用的设置页面，可以对图表进行排序、复制或者删除。

点击「删除」

通过拖拽，对图表进行排序

点击「编辑」

点击「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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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应用技巧

 更改显示项目

如点击图表下面的项目名（系列），可以选择项目的显示/隐藏。

从显示的结果，进而可以指定同类项目进行比较。

点击的项目（广州）就隐藏起来了。从而仅显示深圳和上

海的汇总结果

点击项目名（广州）进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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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表来进行筛选选择

如点击图表，就可以筛选出相应的记录列表进行显示。

可以快速的掌握汇总结果中包含了哪些记录数据，十分便捷。

被筛选的（6 月・上海分公司）的记录列表就显示出来了

点击筛选项目（6 月・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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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的类型与活用】

１．条形图／柱形图

将各项目的汇总值以条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图表。

①簇状：适用于比较各项目汇总值的大小。

②堆积：适用于将各项目的汇总值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与整体的合计值进行比较。

③百分比堆积：适用于比较各项目的汇总值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２．饼图

适用于表现各项目的汇总值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３．折线图

适用于表现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４．曲线图

适用于表现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图表中的各点以平滑的曲线连接。

③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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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曲面图

各项目的汇总值以平滑的曲线表现，曲线和 X 轴之间的空间用颜色填充。

①无堆积：适用于表现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和各项目汇总值的差值。

②堆积：适用于表现各项目的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和整体合计值的变化。

③百分比堆积：适用于表现各项目的汇总值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６．面积图

各项目的汇总值以折线表现，折线和 X 轴之间的空间用颜色填充。

①无堆积：适用于表现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和各项目汇总值的差值。

②堆积：适用于表现各项目的汇总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和整体合计值的变化。

③百分比堆积：适用于表现各项目的汇总值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③① ②

③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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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的创建方式

结合多个项目进行汇总可以创建成交叉表。

本例使用「销售额管理」应用，对每月各据点全体的销售额进行汇总，进而再显示「据点」和「负责人」

分别的销售额。

【完成效果图】

 1. 选择表的种类创建

①打开图表的设置页面

在应用记录列表页面中，点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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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择图表

在「选择图表类型后创建」中选择图表类型。本例选择［交叉表］。

2. 设置表

①选择分组项目

选择需要汇总的项目。本例要统计每月各个据点和负责人分别的销售额，所以大项目选择［销售额］［以

月为单位］，中项目选择［据点］，小项目选择［负责人］。

※点击 ，可以追加大项目，中项目，小项目。

※大项目在横轴（列），中项目・小项目在纵轴（行）上显示。

②选择汇总方法

设置记录的汇总方式。需要统计销售额的合计，所以选择［合计］［销售额］。

①

选择分组项目，汇总方式

②

②

小項目 → 第二列

中項目 → 第一列

大項目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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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设置条件

如有特定的筛选条件进行汇总的话，可以设置筛选条件。本例不进行条件的设置了，直接默认

[所有记录]。

④设置排序

选择汇总结果的排序方式。本例选择［大项目］［升序］，［中项目］［升序］来进行排序。

⑤保存

点击页面右下方的［保存］。

⑥输入图表名称

设置图表名。本例输入「各据点/各负责人月度汇总」，点击［确定］。

至此，据点・负责人分别的销售额统计交叉表就创建完成了！

选择条件，排序
③

④

⑤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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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应用技巧

 显示在门户页面或者空间里

图表以及表格，可以在才望云的门户页面或者空间中进行显示。

无需另外打开应用，就可以确认最新的汇总信息。

 汇总结果用 csv 的格式导出

汇总结果可以用 CSV 的格式进行导出。

在显示需要导出的汇总结果页面，点击［…（选项）］＞［用 CSV 格式导出］。

※交叉表也可以用 Excel 格式进行导出。

※导出汇总结果的文件，需要有应用中的「文件导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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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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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图表・汇总表 运用例

 客户服务中心管理

根据每天录入的咨询内容，可以汇总各负责人的处理时间、咨询内容的比例等进行分析并有效运用。

［交叉表 – 每位负责人的处理时间］

大项目：处理月份・以天为单位 中项目：负责人 汇总方法：合计・时间

|

［饼图 – 咨询分类的比率］

大项目：咨询分类 汇总方法：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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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铺销售报告管理

根据各店铺每天录入的销售数据生成汇总表，可实时确认销售推移状况以及哪个商品销售量更高，把掌握

的信息广泛运用到各类市场活动中。

［折线图 – 店铺的销售额推移表］

大项目：报告日・以天为单位 中项目：据点 汇总方法：合计・销售金额

［饼图 –商品类别的销售数量］

大项目：商品类别 汇总方法：合计・销售数量

图表统计功能非常便捷，只要事先设置好，即可随时查阅最新汇总信息。

希望本次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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