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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麼是大屏 

大屏，是以大螢幕為載體進行視覺化展示的統稱。視覺化通常被理解為一個製作圖表、生 
成圖形影象的簡單過程，而更深刻的認識則是，視覺化是認知的過程，即形成某個物體的感知 
影象，強化認知理解，輔助大腦處理資訊。 

因此，大屏的終極目標是透過大螢幕的視覺化，幫助使用者洞悉業務資料，在腦海中高效處 
理資訊、快速做出應答。 

在帆軟的產品體系裡，FineReport透過快速製作報表提高資料的生產力，FineBI透過自 
助分析釋放資料的潛能，帆軟大屏則致力於透過不限於PC端的更大的螢幕，讓資料視覺化創 
造更大的客戶價值。 

1.1大屏的種類 

大屏按照應用場景和資料來源可分為物聯網大屏和展示分析大屏兩大類： 

      物聯網大屏指透過各種資訊感測器、射頻識別技術、全球定位系統等裝置與技術，實時採 
集需要監控或分析的資料，在大屏上進行視覺化展示，例如智慧城市、智慧工廠、智慧工 
地等大屏，常見於政務需要或工業、製造業專案需求。 

展示分析類大屏一般用於展示企業運營產生的資料，只需對接公司資料庫即可，常見的有 

參觀展示大屏、領導辦公室大屏、會議室大屏等。 

區別： 

物聯網大屏通常需要較大的專案預算和人力投入，對互動操作、資料實時性也具有較高要 
求，大屏一旦落成可沿用較長時間；展示分析類大屏則根據企業的具體需要進行硬體採購和數 
據處理，投入較低的成本即可建設和維護。 
 
 
 
 
1.2帆软大屏可覆盖的场景 
 

基於以上分類和行業共性，帆軟大屏能覆蓋的場景又可以作進一步細分。以下是一些場景 
化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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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綜合展示大屏 

參觀展示是大屏最常見的場景之一，也是帆軟大屏最基本的應用，它將企業的文化、產品、 

人資、經營範圍、市場地位等資訊融合在一張大屏中，用或酷炫、或穩重的視覺效果呈現。在 

客戶、領導、投資人等外部嘉賓前來參觀視察時，綜合展示大屏便是接待室最佳的視覺中心； 

在非接待場合，綜合展示大屏還可以置於公司大樓入口等地作為形象代表，隨時展示公司的整 

體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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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指揮管控大屏 

指揮管控類大屏常應用於大會議室、指揮中心，它集合了工程專案的實施進度、人力投入 

質量控制等重要指標，讓複雜的專案資料變得一目瞭然。指揮管控大屏對資料的實時性要求較 

高，並需要儘量精簡的視覺化元素，以便監控管理人員作出準確及時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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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產監控大屏 

生產監控大屏也被稱為車間看板、生產製造看板，常應用在生產車間的電視機等中大型屏 

幕上。它以直觀、簡潔的畫面效果實時展示裝置執行狀態、產品生產進度、車間物理環境等信 

息，結合帆軟大屏的條件顯示、資料預警等功能，還可對超標資料和異常情況進行警報，是車 

間管理人員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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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物流大屏 

交通物流大屏指展示公路、水路、鐵路、航空等交通相關資料的大屏，是交通運輸行業和 

物流行業運營管控的常用工具，也可以應用在製造行業、零售行業的物流管理中。此類大屏包 

括但不僅限於機場運營大屏、高速公路監控大屏、快遞運營戰情室大屏，其中最主要的視覺化 

元素是流向型地圖，帆軟自主研發的平面流向地圖、線形場景地圖和輪播組合地圖可以輕鬆地 

製作出這類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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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銀行戰情室大屏 

銀行戰情室大屏泛指銀行行業運營管理和監控大屏，它綜合呈現了資產產權、風險投資、 

存貸款、保理等銀行相關業務的資料，是銀行業、金融業進行運營管理的有效手段。帆軟大屏 

可提供樣式豐富的指標展示類圖表，梳理運營指標的同時，兼顧大屏整體的視覺美觀，無論對 

內管理使用或是對外展示都能呈現優秀的大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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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疫資料監控大屏 

防疫資料監控大屏是疫情防控期間的特殊大屏應用，是所有企業、行政單位、事業單位或 

高校需要關注的場景。防疫大屏結合了資料監控、前端警報、指標輪播等功能，幫助防疫人員 

及時瞭解疫情資料、做出相應措施；還可以結合帆軟移動端填報功能，按時收集員工和師生的 

健康資訊，實時同步到大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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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銷售業務分析大屏 

銷售資料是盈利性企業都會關注的資料，因此，銷售業務分析也經常被使用者從PC端的駕 

駛艙搬到大螢幕上，結合更多動態效果和互動功能，可以作為領導辦公室、會議室的重要工具， 

在領導決策分析、會議討論時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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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綜合運營戰情室大屏 

綜合運營戰情室彙集了企業經營中重要的資料指標，透過視覺化的方式讓運營管理人員及 

時關注到，綜合運營戰情室大屏就是此類戰情室在前端展示上的延伸。使用帆軟決策報表開發 

此類戰情室大屏不僅簡單易上手，還能對接報表、BI工具的資料，多方位提高資料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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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專案管理及總結匯報大屏 

專案總結報告是絕大多數專案經理、負責人都需要做的事務，而專案管理更是貫徹專案的 

始終，以往用PPT彙報專案進展的方式只能展示靜態資料，且不能時刻關注到專案的進展，於 

是專案管理及總結匯報大屏應運而生。實時變化的動態資料、美觀而不失實用的視覺化圖表， 

讓專案經理及時關注到專案的進展、變化，還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製作PPT即可完成一個 

專案的總結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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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雙十一大屏 

在618、雙十一等購物狂歡節時期，用一張大屏展示實時銷量、銷售額等資料的做法逐漸 

流行。一張雙十一大屏不僅幫助購物節大促活動的運營人員實時關注到銷售資料，及時調整營 

銷策略，還可以用真實的資料和絢麗的視覺化效果鼓舞士氣，激勵大家共同完成銷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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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屏視覺化效果 

在缺少專業大屏軟體的情況下，製作一張大屏範本可能需要編寫大量的程式碼搭建iframe 

佈局、接入echart圖形。而帆軟大屏的製作立足於FineReport決策報表，使用者可以透過簡單 

拖拽的方式設計整體佈局，可以直接使用數十種擁有自主產權的圖表，還可以新增輪播、閃爍、 

旋轉等動態效果，讓大屏視覺化更生動 

2.1視覺化圖表 

帆軟大屏設計器內建的圖表均為自主研發設計的成果，可以避免使用第三方外掛帶來的知 

識產權、服務、文件等不便。使用者可根據資料視覺化額需要挑選圖表，也可以使用圖表型別自 

動推薦功能快速製作圖表 

2.1.1基礎分析圖表 

基礎分析圖表指常用於輔助資料分析、呈現分析結果的圖表，包括但不限於柱形圖，折線 

圖，餅圖，雷達圖，散點圖、圓環圖，條形圖，地圖、堆積圖、面積圖、組合圖、氣泡圖、地 

圖、GIS地圖、儀表盤、矩形樹圖、甘特圖、框架圖等超過50種基礎分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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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軟還擁有使用者共創開發的100多種擴充套件外掛，並提供了完整介面，支援對接Echart等 

第三方圖表庫，結合按鈕、tab頁、下拉框、網頁框等20餘種控制元件和帆軟大屏這些圖表元素， 

進一步滿足各式各樣的圖表視覺化需求。 

2.1.2擴充套件圖表 

擴充套件圖表是帆軟大屏專用圖表擴充套件包，只需下載外掛即可獲取輪播條形圖、輪播餅圖、特 

殊形狀柱形圖、輪播KPI指標卡、智慧樹圖、時間齒輪、輪播目錄齒輪等9大類別、20餘種 

效果絢麗、富有動感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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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套件圖表支援使用者自定義文字和配色等樣式，但其自帶的配色和樣式與酷炫的深色調大屏 

風格深度契合，使用者在使用時不需要做複雜的設計調整。 

 
2.1.3資料地圖 

地圖是大屏中最引人矚目的視覺化元素，常常位於大屏的中心，帆軟大屏支援普通平面地 

圖和三維地圖兩種不同樣式的資料地圖。 

1）平面地圖 

平面地圖功能豐富，支援鑽取地圖、熱力地圖、流向地圖、氣泡地圖、自定義地圖等展示 

型別，內建最新的世界地圖和精確到縣區級別的中國地圖，並擁有合規審圖號，客戶可在大屏 

上放心使用；內建高德，mapbox等GIS圖層，實現地圖縮放、位置定位等功，同時支援自定 

義GIS地圖背景，自定義wms服務實現離線地圖。 

2）場景切換地圖 

場景切換地圖是三維地圖的一種，適用於展示多個大屏場景下的多維度的地圖資料，擁有 

旋轉角度、場景平滑過渡、自動輪播場景、點選鑽取區域層級、聯動其它元件、等互動效果， 

支援使用者編輯點樣式、地圖配色和背景元素，並支援上傳json檔案自定義地圖邊界，是一種 

兼具實用價值和美觀性的視覺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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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輪播三維組合地圖 

輪播三維組合地圖是一種支援輪播點、柱形、區域和流向型資料樣式的三維地圖，支援用 

戶自定義圖形、背景和提示資訊的樣式，頁支援上傳json檔案自定義地圖邊界，可以讓多維 

度的地圖資料展示更加靈活。 

4）輪播GIS點地圖 

輪播GIS點地圖將平面GIS地圖和三維的資料點呈現方式結合，組成了類似於高空衛星俯 

瞰的視角，三維柱形和指標卡跟隨地圖資料以此展示每個對應點的資訊，在切換點是伴隨這視 

角移動的動畫，營造了身臨其境的大屏體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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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圖表樣式編輯 

帆軟大屏支援支援深度的圖表樣式DIY，使用者可以隨需修改資料、標題、圖例、座標軸、 

系列等屬性，讓圖表樣式更符合大屏風格的設計需要。 

2.2.1資料配置 

帆軟圖表資料來源有兩種，其一是資料集資料來源，資料來自於資料集表，更適用於僅需圖表 

而不需要或少需要表格的大屏；再者為單元格資料來源，資料來自於表格中的單元格資料，可用 

於大屏範本中既有表格資料又有圖表的情況 

2.2.2樣式屬性 

圖表的樣式屬性包括標題、圖例、標籤、系列、座標軸、資料表、背景和提示，每一項都 

支援使用者靈活多樣的設定。其中標題可使用引數、函式設定為動態變化，圖例支援精確到點素 

點的位置自定義，標籤及提示資訊支援富文字編輯或以HTML的方式自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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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全域性樣式 

帆軟大屏設計器內建二十餘種圖表及表格樣式，還可以透過點選取色的方式簡單快捷地對 

表格和圖表的配色等樣式進行預定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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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自定義動態互動 

帆軟圖表支援豐富多樣的動態互動效果，不僅使得大屏更生動多彩，還能滿足參觀演示、 
資料監控、決策分析等多種大屏場景。2.3.1钻取与联动 

1）圖表鑽取 

圖表鑽取即點選圖表資料區域可下鑽檢視下層級的資料，是一種常見的資料追蹤方式，這 

一方式在資料地圖中應用極多。以中國地圖為邊界，使用者可以點選中國省級區域下鑽到某一省 

份的資料，再點選市級區域繼續鑽取到下層的縣區級資料。 

2）圖表聯動 

圖表聯動指點選父圖表的某一系列，其子圖表聯動變化，且聯動自動進行，不需要重新加 

載整個頁面。帆軟不僅支援圖表與圖表間的聯動，也支援圖表與表格、表格與表格之間透過參 

數傳遞的方式發生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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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監控重新整理 

資料監控重新整理即後臺資料的智慧監測並對比，資料有變更前臺及時更新，讓客戶實時掌握 

最新資料。帆軟大屏支援整個範本的全域性重新整理和單個元件的區域性重新整理，且每個元件有獨立的

監控設定，不同表格、圖表等元素可以獨立重新整理，其中圖表的重新整理還支援對變更的資料進行動態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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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資料預警 

使用者可以對圖表設定條件顯示的特效，在圖表資料滿足一定條件時呈現某系列圖形高亮或 

閃爍的動畫效果，結合監控重新整理即可實現大屏前端告警的應用；同理，表格中的資料也可以根 

據預警條件設定告警效果。 

2.3.4自動輪播 

圖表支援在同一位置輪播顯示多個不同的圖表樣式，每個圖表的資料來源也可以各不相 

同。還支援應用tab塊元件實現多圖表、表格元件的自動輪播，甚至多個範本的自動輪播。輪 

播時間由使用者自定義，使用者也可以改自動輪播為手動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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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場景地圖、智慧樹、輪播目錄齒輪等圖表自帶輪播功能，透過引數傳遞的方式，可 

實現此類圖表輪播的同時聯動周圍的元件，在一張大屏範本上展示多個場景和維度的資料。 

自動輪播不僅限於圖表，對於一些特定元件，使用自動輪播或滾動的方式展示是常態，如 

長列表的自動滾動（即跑馬燈效果）、KPI指標卡的自動輪播等，使用者均可透過簡單的方式實 

現。 

2.3.5開場效果 

開場效果指在大屏範本呈現之前載入的一段過渡動畫或影片，可以提高大屏的整體視聽效 
果。帆軟大屏內建兩端酷炫的開場效果，也支援客戶自定義開場影片，可插入公司介紹、品牌 
宣導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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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佈局設計 

2.4.1大屏範本設計器 

帆軟大屏的設計模式基於FineReport設計器的決策報表，可以整合不同來源的企業資料， 

展示企業的各類業務指標，實現資料的多維度展示，大屏範本設計器擁有以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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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零程式碼製作 

帆軟大屏支援零編碼設計，無需編寫任何程式碼即可開發酷炫的大屏效果。 

2）拖拽式設計 

採用畫布式介面，透過拖拽式操作進行範本的製作，支援自適應佈局、tab佈局、絕對布 

局等多種佈局方式。 

3）多工作目錄 

帆軟大屏設計器支援多工作目錄，使用者可隨時在多個大屏工程專案上切換工作，進行不同 

的設計。 

4）遠端設計 

支援遠端設計，在本地即可連線遠端伺服器進行大屏範本的設計和釋出，遠端設計支援多 

使用者登入和許可權控制，可以設定不同使用者遠端設計時訪問不同的資料夾、範本的許可權。 

多部門（使用者）協同開發系統的時候，只能對自己許可權範圍內的範本進行維護，互不干涉， 

不再需要超級管理員進行彙總協調，提升協同開發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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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際化 

支援多國語言，涵蓋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文、日文、韓文等。 

6）快速更新 

支援設計器線上更新升級，並提供更新日誌檢視，免去重新安裝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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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元件管理 

帆軟提供了元件雲端共享和本地複用功能，使用者既可以利用強大的元件庫快速完成一個大 
屏專案，也可以按照需求定製化開發。帆軟官方將收集到的優秀元件demo上傳到雲端共享中心， 
使用者可以根據大屏風格和內容需要自行下載喜歡的demo，並應用到自己的大屏範本中。 

同一行業、同一場景的大屏往往擁有相似的需求，透過帆軟元件雲端共享中心，可以達到 

客戶知識共創與分享傳播的效果。同時支援元件的本地複用，對任意選中的元件，透過滑鼠或 

鍵盤進行復制、剪下和貼上，支援在同範本、跨範本複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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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範本管理 

1）歷史版本管理 

帆軟設計器支援對開發的範本進行版本管理，支援儲存、還原和刪除歷史版本，極大地方 

便了使用者對大屏範本進行精細修改，降低因意外編輯導致範本檔案損壞帶來的專案風險。 

2）範本掛載 

帆軟決策平臺是範本、資料和許可權的集中管理平臺，大屏範本可以直接透過URL掛出展示， 

也可以透過決策平臺集中管理的展示。透過決策平臺統一掛載的大屏範本可以全屏展示，並可 

以以一定的時間間隔輪播多個範本，達到大屏輪播展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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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自定義建模嵌入 

帆軟大屏支援在範本中嵌入外部模型，並透過引數傳遞的方式實現點選模型聯動大屏組 

件、顯示對應資料的效果，進一步滿足三維大屏視覺化需求。 

2.6影片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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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實時影片監控 

監控影片是不少監控指揮大屏的必要元素，帆軟大屏支援透過網頁框控制元件嵌入實時影片影 

像，使用者將實時資料用圖形、表格等進行視覺化表達的同時，又可以直觀地監控到現場實況。 

（*此圖為虛擬資料的測試範本，內嵌影片來源於網路） 

2.6.2本地影片播放 

一些展示類大屏需要播放品牌宣導、產品介紹等影片，使用者可以在大屏範本中插入本地視 

頻，點選播放或暫停播放影片，還可以設定自動播放、迴圈播放和靜音，讓大屏展示的內容更 

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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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屏互動方案 

3.1 多屏自適應 

由於帆軟大屏覆蓋的場景眾多，一張大屏範本可能不止掛載在一個顯示裝置上。帆軟大屏 

支援強大的自適應效果，透過提供完善的自適應邏輯，支援字型自適應、圖表自適應、範本整 

體的橫向自適應和雙向自適應等。 

大部分範本只需要設計一次，即可在PC端、手機端、平板和大屏等多種終端裝置上智慧 

化的自適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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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屏硬體 

大屏硬體主要由投屏裝置和展示裝置組成，展示裝置即大螢幕，投屏裝置是用來載入大屏 

範本、連線大螢幕並投影的主機，兩種裝置可透過高畫質多媒體介面（HDMI）相連，或進行無線 

投屏；也有大屏裝置將二者兼併到同一裝置中，即內嵌作業系統的一體機大屏，這類裝置的屏幕 

一般不會很大。 

3.2.1大屏展示裝置 

帆軟與行業頂尖的硬體供應商合作，支援將帆軟製作的大屏範本投影到各種展示裝置上進 

行展示、演示和分析，常見的展示裝置有一體機、智慧電視、拼接屏、小間距LED屏等。 

一般來說，大屏展示裝置可分為會議室平板和拼接螢幕牆兩類： 

1）會議室平板 

主要用於室內，如會議室、辦公大廳、走廊等。尺寸通常在120寸以內，形態類似於放大 

版的電視。擺設方式上，根據使用者需要可配套落地支架或掛牆支架。一些會議室平板支援觸屏 

操控，即使用者可以直接觸控式螢幕幕實現大屏的翻頁、點選鑽取和聯動等互動，另一些則只支援遙 

控，這類大屏若要實現良好的互動，可參考離屏控制的實現方案（見3.3離屏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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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拼接螢幕牆 

拼接螢幕牆由多塊小顯示屏組成，根據客戶的需要定製拼接成多種尺寸的螢幕牆，此類大 

屏通常用於室外或大型展廳、大會議中心、綜合指揮室等空間較大的室內場所。拼接方案主要 

分為LED（電子顯示屏）、LCD（液晶顯示屏）兩種： 

        LED拼接屏的優勢是拼接縫隙不明顯，且亮度高、反光少，適合遠距離觀看，因此更適合 
室外展示，其價格主要由發光二極體的密度即解析度的高低決定； 
    LCD拼接屏的拼接縫隙更明顯，但組合比較靈活，更適合室內展示，其價格通常按照所需 

小顯示屏的數量而定。 

3.2.2投屏裝置 

投屏裝置通常是一臺獨立的電腦，它遠端訪問伺服器上的大屏範本，將請求到的結果投影 

到大屏展示裝置上。對投屏裝置，我們主要關注顯示卡（GPU）、記憶體和CPU。 

以下為帆軟大屏對投屏裝置的推薦配置： 

1）顯示卡 

帆軟大屏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視覺化元素越來越豐富，一些具有酷炫效果的三維圖表、 

輪播圖表開始廣為使用，在提升大屏視覺效果的同時，對投屏裝置的顯示卡也做出了一定要求。 

使用者在選擇顯示卡時可以主要關注大屏顯示裝置的解析度和大屏範本大小兩個因素：顯示設 

備尺寸越大、解析度越高，如大型拼接螢幕牆，顯示卡需要儘可能選擇更高階的；大屏範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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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表越多、動態輪播越多、範本數量越多，則越需要高視訊記憶體的顯示卡支撐，才可保障範本流暢 

執行 

需要注意的是，帆軟大屏圖表主要基於webgl、unity等技術開發，遊戲顯示卡對這類圖表 

的支撐強於專業圖形顯示卡，因此，使用者購買遊戲顯示卡是價效比更高的選擇。 

 
2）記憶體 

一般來說，16G及以上的記憶體即可支撐大屏範本的製作和預覽，如果投屏裝置除了投影大 

屏，還需要用作日常辦公或設計研發，建議適當考慮增加記憶體條。 

3）CPU 

優質的CPU能更好地支撐顯示卡，為了顯示卡發揮更好地效能，大屏投屏裝置一般要求i7或 

i9，如果是AMDYES使用者,那麼3600X~3900X都是不錯的選擇。 

3.3離屏控制方案 

在傳統大屏彙報中，演示人員往往需要坐在控制檯電腦邊操作。少數可以透過移動終端操 

控的，也只是基於大屏硬體整合商配套提供的屏控系統實現，只能做到對訊號進行配置，不能 

和大屏頁面內容發生互動。 

帆軟大屏支援透過移動裝置控制大屏頁面，包括在多個大屏展示頁面之間切換，在單個頁 

面內進行元件輪播切換、鑽取、聯動、圖表放大縮小、全屏等操作，極大的方便演示人員進行 

業務介紹與彙報。 

使用者可以透過ipad對大屏進行簡單直觀的操作，也可以使用帆軟合作伙伴定製的硬體設 

備，進行更為靈活的離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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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繫我們 

瞭解關於FineReport的更多內容，可以—— 

產品官網：www.finereport.com/tw/ 

帆軟論壇：bbs.fanruan.com 

商務咨詢電話：0933-790886 （Brian） 

商務咨詢郵箱：taiwan@fanr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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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帆軟 

帆軟軟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帆軟”）成立於2006年，是中國專業的大資料BI和分析 

平臺提供商，專注商業智慧和資料分析領域，致力於為全球企業提供一站式商業智慧解決方案。 

帆軟在專業水準、組織規模、服務範圍、企業客戶數量方面遙遙領先，先後獲得包括Gartner、 

IDC、CCID在內的眾多專業諮詢機構的認可。並於2018年入選福布斯中國非上市潛力企業榜 

50強，2018年、2019年、2020年工信部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與中國大資料產業生態 

聯盟“中國大資料企業50強”。 

帆軟已經與超15000家企事業單位和組織合作，成功服務了包括中信銀行，興業證券，天 

弘基金，58同城，綠城集團，上海醫藥，吉利汽車，泰爾重工，順豐速運，廈門航空，統一 

星巴克，蒙牛乳業，TCL，新華書店，德勤諮詢，北京大學，海康威視，雲天化集團，中國鐵 

路，國家稅務局，新希望集團，復星集團為代表的多家世界與中國500強客戶以及組織單位。 

帆軟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商業智慧和資料分析產品，透過提供高效易用、簡捷智慧的大數 

據分析工具，賦予超過500萬終端使用者大資料分析的能力。旗下產品包括：企業級WEB報表軟 

件-帆軟報表FineReport，入選Gartner報表平臺全球市場指南；自助大資料分析的BI工具- 

帆軟商業智慧FineBI，入選CEIA中國企業IT大獎-最佳BI方案；自助式的雲端應用搭建工 

具-簡道雲；專注移動資料分析的移動BI平臺-FineMobile；專注大屏智慧決策的大屏資料可 

視化方案；這些產品在各自的領域內均處於領先地位。 

帆軟投身資料分析行業十餘年來，堅信資料是企業、組織乃至個人的重要資產，我們致力 

於幫助企業瞭解和利用他們的資料，讓商業智慧和資料分析為企業增強創造財富的能力，讓數 

據真正成為生產力！ 

5.1品牌領導力 

5.1.1組織規模 

帆軟堅信與優秀的人一起做優秀的事兒，公司目前已有員工1300多人，產品和研發團隊 

人員佔比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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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服務範圍 

  帆軟軟體全球有14個分支機構提供原廠在地化服務，提供專案實施和客製化等服務。 

5.1.3銷售業績  

帆軟公司自正式成立以來，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2020年銷售額超8.4億元，在中國商 

業智慧軟體領域獨佔鰲頭。 

5.2品牌影響力  

5.2.1標桿客戶 

財富中國企業500強，帆軟合作294家（2020） 

中企聯-中國製造業500強，帆軟合作207家（2019） 

中企聯-中國服務業500強，帆軟合作150家（2019） 

中國軟體企業100強，69家選擇與帆軟合作（2018） 

中國275家一級系統整合商，151家選擇與帆軟合作（2018） 

5.2.2行業覆蓋 

帆軟使用者基本遍佈金融、房地產、建築、醫療衛生、車輛、機械製造、交通運輸、貿易流 

通、生活消費、文化傳媒、服務諮詢、教育科研、政府組織、公共服務、網際網路、電子電器、 

通訊、軟體服務、石油化工、環境農業在內的國家統計局行業（GBT4754-2017）統計標準所 

涉及的所有的細分行業。 

5.2.3使用者規模 

帆軟產品被成功運用在46000個企業或者組織的資訊化專案上。擁有超過65W的使用者開發 

者，每天都有超過500W的使用者，使用帆軟產品進行資料分析，查詢，填報以及應用搭建。 

5.2.3產品體系 

帆軟產品體系覆蓋企業全部的資料分析應用場景，依託原廠產品天然融合的優勢，提供從 

大資料採集，大資料處理，大資料分析到大資料視覺化展現的大商業智慧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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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BI，新一代自助大資料分析的BI工具，旨在幫助企業的業務部門使用者充分了解和 

利用他們的資料。FineBI憑藉強勁的大資料引擎，自動建模，使用者只需在dashboard 

面板中簡單拖拽操作，便能製作出豐富多樣的資料視覺化資訊，並可以進行資料鑽取， 

聯動和過濾操作，自由地對業務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資料進行分析和探索，及時地做出 

經營決策調整，讓大資料釋放出更多未知潛能。 

 FineReport，企業級web報表工具，中國報表軟體領導品牌。FineReport易學易用， 

功能強大，簡單拖拽操作便可製作中國式複雜報表，輕鬆實現報表的多樣展示、互動 

分析、資料錄入、許可權管理、定時排程、列印輸出、門戶管理和移動應用等需求。借 

助於FineReport的無碼理念，實施商可以輕鬆的構建出靈活的資料分析，網路直報等 

應用系統，大大縮短專案週期，減少實施成本。對於最終企業使用者，FineReport可以 

完美解決企業資訊孤島的問題，讓企業徹底走出軟體業“年年需要花錢買新的軟體， 

買來的新軟體卻不能滿足年年變化的需求”的怪圈。 

簡道雲，作為一款強大易用的應用搭建工具，簡道雲支援使用者根據自身需求、線上零 

基礎搭建個性化管理應用。無論是資料的收集、分析、查詢、共享、推送；成員之間 

的協作、分權、提醒；上下級之間的審批、工序流程等等，都可以在簡道雲中實現。企 

業將搭建好的簡道雲應用繫結到企業微信/阿里釘釘，即可實現全員移動辦公。從簡單 

的問卷調查、報名簽到，到企業內的人事行政、財務管理、流程審批、採購銷售、客 

戶管理、資產管理、專案管理等，都能見到簡道雲的身影。 

 FineMoblie，移動資料分析平臺，為帆軟全線產品提供移動端的資料分析和展示方案。 

採用HTML5和原生APP兩種解析方式，具有良好的互動體驗，多重安全防護，以及能 

夠媲美PC端的功能：支援移動端資料錄入，資料查詢，資料聯動與鑽取，支援移動端 

掃碼輸入，批註分享，拍照上傳等等。同時能夠支援與微信企業號以及釘釘的整合， 

滿足多場景的移動資料分析需求。 

大屏資料視覺化方案，透過帆軟的資料分析產品，使用者可以構建強大、全面的“管理 

戰情室”，無需專門設計，就可以將企業的資料管理資訊完美地投放在任何螢幕，比 

如交易大廳、管控中心、生產車間、展覽中心等地的LED大屏上。可以實現完美的自 

適應效果，對於大屏實時監控的資訊，比如股價，雙11類活動實時交易狀況，都可以 

透過圖表屬性的自動重新整理功能實時同步資料庫資料。也支援使用者對於大屏的展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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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DIY的設計，持接近20種圖表型別和延伸的多種圖表樣式，支援新增文字、圖

片、 

Web資訊實現各種DIY的佈局樣式。 

行業產品化，帆軟基於企業級資料分析軟體服務的多年積累，以及在行業產品化領域 

的持續深耕，也為行業客戶提供更有價值的企業資訊化和資料化管理的行業化諮詢服 

務。目前已經在銀行、通訊、醫藥健康、化工金屬、零售電商、地產、證金期貨、紡 

織鞋服、稅務等眾多行業和政府組織得到成功開展。帆軟期望透過持續的沉澱與分享 

交流，持續提供帆軟產品的應用價值以及行業整體資料化、資訊化的水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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