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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可视化是借助于图像化的形式，更清晰直观明确有效的传递与沟通信息。它将大型集中的数据以图形、图像、视频或动画的形式

展现出来，以便用户对数据进行交互分析。有些用户使用数据可视化是为了观测与跟踪数据，而有些是为了发现数据直接的潜在关联。

      形象的来说，数据可视化就是通过视觉化，将数据信息变成一道可用眼睛来探索的风景线、一张整合的信息地图。

一 什么是数据可视化

二 什么是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海为 SCADA 云组态软件其实已经具有了部分数据可视化的功能，比如历史曲线、报警记录表、实时曲线、历史记录表等。

      如果仅需要体现设备数据，那海为组态软件便可实现其对应的数据可视化功能。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仅有设备数据的数据可视化，

它远不能满足企业的数据分析需求。只有集中融合了企业 ERP/MES 等所有数据的可视化系统，对企业来说才是有真正数据挖掘功能价

值的。所以，针对企业的这些需求，我们推出了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推出的意义在于： 

 •  让数据变有形，挖掘数据价值 

 •  以组态的方式来设计数据可视化 

 •  解决项目需要定制软件的痛点 

 •  可以从设备往上端软件拓展，与企业内部数据进行结合 

 •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形成工业物联网的生态闭环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用组态的方式实现数据可视化功能。它集中融合了设备、ERP、MES、CRM、生产、财务等所有企业数据，其中包

括了海为物联终端云 HMI、云盒、一体机、SCADA 等上报上来的设备和现场数据，并将其以直观呈现。它通过物联终端以及海为数据互

联工具实现数据上报。用数据录入模块，配合海为数据互联工具实现数据下发，并可用大屏控制器进行呈现。其应用场景可涵盖设备数

据呈现、大屏展示、设备数据与企业内部数据结合、数据填报、数据查询、数据分析实现甲方需求等。

      该系统功能强大，易学易用易实施。通过简单拖拽便可实现复杂的数据呈现，轻松实现多样展示、交互分析、数据录入、权限管理、定

时调度、打印输出、门户管理和移动呈现等功能。

海为 SCADA

海为云盒

海为 PLC

海为 PLC

海为 IPC

海为 SCADA

海为 IPC

海为 HMI

MES

CRM

ERP

财务
销售

设备

市场设备设备

设备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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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模块划分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模块

多数据源关联

多 sheet 报表设计

多报表运行环境

增强分析统计模块

参数查询界面

模板权限集成

打印导出

H5 动态图表

高级图表交互

默认标配模块

9 个基础报表模块 8 个模块可自由添加使用

决策报表 数据地图

决策平台

数据录入 EXCEL 导入

聚合报表 远程设计

移动端展示

大屏展现模块

数据填报模块

其他模块

可选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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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创建数据源并进行报表设计；管理员配置用户、权限体系；普通用户在前端执行报表的查询、分析、打印、

导出、填报等，支持 PC/ 平板 / 移动端 / 大屏设备，兼容主流浏览器。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报表系统主要由报表设计器（设计模板）和报表服务器（解析模板）两大部分组成，使用层

次鲜明的三层结构体系搭建，通过多种连接方式连接不同数据源，所有的报表制作工作都在设计器（中间层）中

完成，并最终通过服务器解析展现给用户。

四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的产品组成

报
表
设
计
器

报
表
服
务
器

数据准备
定义数据连接、定义数据集

Oracle/SQLServer/MySQL/DB2/Sybase/Access/
Derby/Postgre     SAP 数据集  
存储过程         Excel/txt/xml 数据源  
程序数据源     内置数据

报表集成
报表的部署和集成

独立部署
嵌入式部署 

集成 web 页面

制作报表
导入 Excel 表样、绑定数据列

动态格间运算 单元格设置

参数设置  条件属性

图表设置  填报设置

使用报表
浏览器与服务器交互

权限控制 定时调度 远程修改 数据填报 即时分析
在线编辑 导出 excel、word、txt、pdf、xml 等

Flash、Applet、pdf 打印报表

• 功能结构

• 应用架构

展示层

应用层

数据层

用户管理 | 组织管理

工作流程 | 访问统计

任务调度 | 数据配置

报表管理 | 报表设计

终端设备

数据上报 权限控制 审计监控

填报 模板文件 操作日志

审批
单元格

访问平台
访问日志

汇总 远程设计 运行日志

浏览工具

图表分析个性化

数据库数据源

自定义查询灵活钻取 Flash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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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的优势功能

类 Excel 设计模式

数据填报

大屏应用

决策报表

权限控制

数据支持

打印输出

图表

决策平台

交互分析

复杂报表处理

数据地图

定时调度

参数控件

类 Excel 设计器、远程设计、多人协同、多工作
目录。

支持多样式数据录入，校验，多级流转，支持
离 线 填 报、多 sheet 填 报，分页填 报、批 量
excel 导入等。

大屏幕上的数据化管理驾驶舱。

响应式布局，组建独立自由刷新，适用于构建
管理驾驶舱。

丰富的权限认证方式和细致的权限粒度控制
方案 , 更可方便实现单点登录。

支持多种数据库和类型，并提供了异构数据源
模型，使得同一张报表的数据可以来源于同
一数据库的多个不同表，或多个不同数据库。

支持所有主流的打印方式以及文件输出类型，
支持属性自定义。

自主研发 H5 图表，20 余种类型 100 多种样
式

对于报表、用户、权限等统一访问、集中管理、
分类维护。

图表联动、数据联动、多维数据钻取 、任意组
合钻取 、无限层次钻取 、多维数据分析、即时
分析、控件查询。

提供行列对称、分组分页分栏、动态格间运算、
聚合报表等一系列功能。

内置基于 GIS 图层的数据地图，粒度极细，样
式丰富。

对于常规任务，设置定时调度，服务器自动生
成报表并发送。

可视化参数配置，丰富的参数控件，自定义各
类高级数据筛查。

移动呈现

支持移动端 H5 报表呈现，方便随时随地查看
数据。也可以嵌入在微信、钉钉及第三方应用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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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绑定数据列”形式的操作界面，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会使用excel，基本上就会使用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支持多 SHEET 和跨 SHEET 计算，完美兼容 EXCEL 公式，用户可以所见即所得的设计出任意复杂的表样，轻松实

现复杂数据呈现。

用户通过远程设计 ，即三层架构模式，可以本地设计远程发布模板，并直接对服务器端报表文件编辑更改。可以

实现多部门、多人员协同工作。数据权限和模板权限都可以设置，模板加锁功能可以防止编辑冲突。

两层架构

安全考虑，
不能随便安装第三方软件

维护麻烦，
修改报表需要在机房内网

ORDINARY NEW

三层架构

远程设计模式，
可以本地设计远程发布

直接对服务器端报表文件
编辑更改

类 EXCEL 设计模式

6 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    www.haiwell.com    0592-2230312

Haiwell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包括 Oracle，SqlServer，MySql, DB2, Sybase, 
Informix 等主流的关系型等主流的关系型数据库；支
持 SQL 取数据表或视图，亦支持存储过程。

Excel 文件，TXT 文件，XML 文件的数据

支持服务器内置数据集和报表内置数据集

支持 MongoDB 等非关系型数据

支持程序数据源、json 数据、SAP 数据源等

关系型

数据源

文本

数据源

内置

数据源

Nosql

数据库

其他

数据库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连接

数据源的方式多种多样，

支持通过 JDBC 的方式直

接 连 接 数 据 库， 或 通 过

JNDI 的方式与应用服务器

共享数据连接 , 也支持通过

JCO 连接 SAP 系统。

可支持的数据源类型包括 :

数据支持

70592-2230312    www.haiwell.com    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

Haiwell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大报表，即数据有多个分片区，涉及到很多很

多统计数据和指标，常规方式制作起来就显得吃力。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聚合报表功能，把原报表进行规则分割，每

一聚合块有其独立性，且块与块之间有组织联系。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支持多源数据关联、行列对称、分栏、分页和分组报表、动态格间运算、函数 ( 公式 ) 支持等功能，

可以轻松制作实现各种类型的设备状态、机器产量、生产质量、历史记录、人员效率、财务、销售、库存等统计报表。

对齐格线
来回合并

耗时，麻烦
每个报表模块相互独立

专门解决大报表设计难题

聚合报表

如此 复杂 的报表，该怎么做？怎么对齐格线？

● 聚合报表

复杂报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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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地图以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传统表格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多样

数据，是数据分析的高级形式和手段，可以给企业提供很多可视化

的信息。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的数据地图功能强大，有着丰富的内置地图

粒度，支持热力地图、自定义地图，并且可以集成百度、Google 等

GIS 地图，实现地图缩放、位置定位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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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4

:50

:46 :30

:42

:32

2017 

80-100

60-80

40-60

20-40

0-20

区域地图 & 钻取地图标记点地图

组合地图

GIS 地图

自定义地图

流向地图

支持定位符、散点、气泡甚至自定义图片进行标记

支持根据区域名匹配，也支持根据经纬度定位

组合地图支持自由地将点地图和区域地图进行组合来展示数据

支持气泡图、饼图、散点、定位符等与区域地图结合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可集成百度、Google 等 GIS 地图

支持 GIS 地图缩放、位置定位、钻取等功能

丰富的区域地图颗粒，从世界地图细致到市县级

支持多层地图钻取 ; 支持鼠标滚轮自动钻取到下一层级

支持导入图片分区描边自定义地图

支持通过数据点提示直接与分区图片进行交互

支持流向地图，支持流向动画

支持流向组合地图，支持自定义流向标记

数据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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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普通报表的格子式界面，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决策报表采用了画布式操作界面，其专为大屏和移动端而生，

通过简单的拖拽操作即可帮助用户构建强大、全面的“管理驾驶舱”，在同一个页面整合不同的企业数据，完美的

展示企业的各类信息数据，实现数据的多维度分析。

多屏自适应 响应式布局， PC 端设计，平板、手机、电视、大屏等多类终端自适应

多种布局方式 自适应布局、绝对布局、tab 布局等多种布局方式，拖拽式设计

数据监控，定时刷新 后台数据智能监测并对比，数据有变更前台及时更新

丰富的可视化元素 提供表格、图形、控件等超多可视化组件

组件联动分析 组件之间的联动分析，点击某个组件，关联组件自动触发数据加载

组件共享和复用 组件云端共享和本地复用，帮助用户更快设计出好看报表

自动轮播 支持在同一个位置轮播显示多个不同的图表样式，支持多个 tab 页轮播

决策报表
优势功能

决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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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参数配置界面是海为数据可视化系

统的特色功能之一。拖拽控件，即可自由

布局需要的查询界面。

提供文本、下拉树，下拉复选框，时间，日期、

下拉框等十余种控件类型 , 通过控件值的绑

定，实现对报表显示内容和样式的自由控

制和筛选。

灵活布局参数界面，并实现参数联动、动

态列查询、自动查询、参数为空显示全部值、

动态显示参数控件、参数面板中数据对应

显示、根据参数查看不同报表、预定义控

件直接引用等功能。

参数设计界面和多种参数控件，使得设计多参数查询报表易如反掌，并且可以实现参数联动等高级查询效果。

对于图表和数据的交互，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也支持多种高级交互功能。

图表

联动

数据

联动

多维数

据钻取

任意组

合钻取

无限层

次钻取
多维度数据

分析

即时

分析

点 击 父 图 表 系

列，所有子图表

联动变化。

点 击 父 表 格 数

据，所有子图表、

子表格数据联动

变化。

一 个 单 元 格 数

据，多个数据钻

取链接选项。

图表可钻取出图

表、表格，表格

也可以钻取出图

表、表格。

无限次数设置报

表的钻取关系

利用表单功能，

实现数据的不同

维度展示

即 时 在 web 页

面对数据进行筛

选、排序、过滤

操作

交互分析

参数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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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报表可提供给管理员或者用户对数据库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的页面。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填报功能十分灵活，对数据和报表

结构有着强大的处理能力。

提供文本、数字、日历（日期，时间）、下拉框、下拉复选框、
下拉树、按钮、单选按钮、单选按钮组、复选框、复选框组、密码、
文本域、列表、视图树、表格树、文件上传、多文件上传和网页
框等丰富的填报控件，自由编辑多样式填报页面。

一张填报表中的数据可以指向多个不同数据库或数据表。

支持智能提交，插入提交，更新提交，删除提交等多种提交方式，
同时还可设定当单元格未被编辑时则不参与提交。

填报表中可以从 A 数据库取数进行计算，经编辑后数据可
填回 A 数据库，也可提交至 B 数据库或 C 数据库，数据的
来源与去向是完全独立的，也就是可以做到数据的来去无关。

支持即时校验、提交校验，JS 校验等多种校验方式，确保入库数
据合乎规范。

让数据填报摆脱网络束缚，随时随地进行

基于流程和调度引擎，全界面操作，简单快速实现上报审批业务
需求。

多个 sheet 的填报表数据填报。

离线填报数据，离线报表依然可用控件、数据校验、自动计算等
功能。

直接导入或填报录入，批量将 excel 中数据导入数据库中。

多样
填报风格

多源填报

填报
入库控制

数据来去无关

数据校验

数据暂存

多级上报

多 sheet
填报

离线填报

批量 excel
导入

●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填报特点

●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填报优势功能

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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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支持市面上所有主流的文件类型输出与打印方式，并支持更多个性化的偏好设置。

● 文件导出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支持在设计器端导出文件，也支持在浏览器页

面导出。

导出格式：PDF、WORD、EXCEL（包含分页导出、原样导出、分

页分 sheet 导出三种导出样式）、TXT、SVG 和图片格式（PNG、

JPG、BMP 等）

输出属性控制：控制隐藏行、隐藏列的导出，支持设置打开密码和

编辑密码。

可将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制作的决策报表页面投射到各类大屏终端上进行演示分析，比如一体机、智能电视、拼接屏、小间距 LED 屏幕

墙等等。

● 零客户端打印

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支持 Flash 打印、APPLET 打印，PDF 打印，

本地打印，以适应用户不同的打印需求。

整体来看，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报表打印解决方案，有着“精确分

页，精确对齐、无页脚、页眉干扰、自主定义纸张方向和格式、连

续打印、跨浏览器打印”的优势。

大屏应用

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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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平台

决策平台
特点 集中管理

分类维护

统一访问
通过对用户和权限的控制，使得不同角色的用户能够通过一个门户系统看到符合自身需求的报
表视图和报表功能。

对于系统资源、系统配置、监控日志、用户、权限、报表模板、定时调度等内容提供统一的系
统管理环境，方便用户的日常管理。

为不同类型报表提供相对应的报表开发手段，采取统一的报表模板化定制、发布方案，简化报
表的维护环节，降低报表维护对于 IT 技术人员的依赖性。

数据决策系统

用户管理 目录管理

权限管理 系统管理

智能运维 主题外观及其他

平台主要功能

目录管理

定时调度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主题外观

权限管理

其他

智能运维

对平台的目录树进行增加、删除、修改

等操作，目录可以自由调整位置。

设置定时任务，服务器自动生成报告并

发送。

提供包括登录设置、密码设置、打印设置、邮

件服务器、缓存、数据连接、SQL 防注入等功能。

支持手动添加、导入用户或者同步用户

数据集的方法批量添加用户及其角色。

支持自定义主题外观，可以使用平台内

置主题，也可以通过 API 自定义。

支持按照权限项和权限受体，双向分配

权限，极细致的权限粒度。

服务器注册信息，移动平台配置，插件

应用管理等。

包含四大模块，提供可视化内存管理、

备份还原、智能检测、系统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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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调度

该功能可以让用户方便快捷的设置日报、月报、季报、年报等任务，

无需额外工作，定时任务设定后服务器便会在指定的时间自动完

成设定的任务，生成所需的文件，甚至可以将生成的结果以邮件、

短信、平台消息通知的方式通知您，让您及时的进行分析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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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管理就是指系统设置的安全规则或者安全策略，用户可以访问

而且只能访问自己被授权的资源，不多不少。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

决策系统提供专门的权限管理界面进行权限分配与查看，其中权限

管理分为权限项和权限受体两个方面：

权限项就是指被分配的对象，指物。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决策系统

的权限项包括报表、平台管理、模板和数据连接。其中模板和数据

连接是在远程设计的时候使用。

权限受体就是指将权限分配给谁，指人。海为数据可视化系统决策

平台是基于角色的权限分配体系，受体主要是部门职位 / 角色，但

在此之外还专门为特殊权限分配需求提供了基于单个用户的权限设

置功能。

权限控制

● 支持分级权限管理

超级管理员控制所有权限，下级管理员只

能管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用户和报表模板。

资源权限 权限受体 操作权限

对报表模板、系统设置进行访问、编辑的权限 基于角色进行权限分配 模板的工具栏、单元格填报、参数控件的权限

报表访问与编辑权限 部门职位 工具栏权限

不同用户访问同一报表显示不同数据 原始角色 参数查询控件权限

系统管理设置权限 自定义角色 单元格填报权限

(A/B)

( 总管理员，权限项 :A/B/C)

( 部门管理员，权限项 :A/B) ( 部门管理员，权限项 :B/C)

(A) (B/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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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呈现

支持移动端 H5 报表呈现，方便随时随地查看数据。也可以嵌入在微信、钉钉及第三方应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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