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2018 年 11 月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目录 I 

 

目  录 

1 简介 ................................................................................................................................... 1 

1.1 使用者 ................................................................................................................ 1 

1.2 手册目的 ............................................................................................................ 1 

1.3 手册范围 ............................................................................................................ 1 

1.4 参考文件 ............................................................................................................ 1 

1.5 编写规范说明 .................................................................................................... 1 

2 数据资产管理使用指引 ................................................................................................... 2 

2.1 产品概述 ............................................................................................................ 2 

2.2 指引概述 ............................................................................................................ 2 

2.3 元数据来源说明 ................................................................................................ 2 

2.4 访问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 3 

3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首页 ....................................................................................................... 4 

3.1 快捷菜单 ........................................................................................................................ 4 

3.2 数据目录 ........................................................................................................................ 6 

3.3 消息 ................................................................................................................................ 9 

3.4 知识文档 ...................................................................................................................... 11 

4元数据管理 .......................................................................................................................... 13 

4.1 工作台 .......................................................................................................................... 14 

4.2 快速配置向导 .............................................................................................................. 19 

4.3 元数据采集 .................................................................................................................. 28 

4.3.2 数据采集配置 ..................................................................................................... 30 

4.3.2 采集模板管理 ..................................................................................................... 42 

4.3.3 采集日志 ............................................................................................................. 43 

4.4 数据目录 ..................................................................................................................... 45 

4.5 数据地图 ....................................................................................................................... 65 

4.6 变更分析与查询 ........................................................................................................... 89 

4.7 元数据检索 ................................................................................................................... 95 

4.8 元数据导出 ................................................................................................................... 97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目录 II 

 

4.8 文档和帮助 ................................................................................................................... 98 

5数据标准 ............................................................................................................................ 100 

5.1 工作台 ......................................................................................................................... 100 

5.2 标准知识图谱 ............................................................................................................. 102 

搜索 ................................................................................................................................... 103 

5.3 浏览查询 .................................................................................................................... 106 

5.3.1 查看主题版本轨迹 .............................................................................................. 106 

5.4 标准维护 .................................................................................................................... 111 

5.5 标准映射 ..................................................................................................................... 120 

5.6 参考资料 .................................................................................................................... 124 

6 数据质量 ........................................................................................................................... 126 

6.1 质量规则管理 ............................................................................................................ 126 

6.2 质量规则检核 ............................................................................................................ 138 

6.2.1检核计划管理 .................................................................................................... 138 

6.2.2检核任务管理 .................................................................................................... 140 

6.3 质量分析报告 ............................................................................................................ 142 

6.3.1 规则检核结果 ...................................................................................................... 142 

6.3.2 专家评分卡 .......................................................................................................... 143 

6.3.3 规则结果分析图 .................................................................................................. 147 

6.3.4 数据质量报告 ...................................................................................................... 148 

7 系统管理 ........................................................................................................................... 150 

7.1 权限管理 .................................................................................................................... 150 

7.1.1组织机构管理 .................................................................................................... 150 

7.1.2角色管理 ............................................................................................................ 152 

7.1.3用户管理 ............................................................................................................ 156 

7.2 日志管理 .................................................................................................................... 161 

7.3 系统工具 .................................................................................................................... 163 

7.3.1数据字典管理 .................................................................................................... 163 

7.3.2数据源管理 ........................................................................................................ 164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目录 III 

 

7.4 菜单管理 .................................................................................................................... 165 

7.5 数据目录设置 ............................................................................................................ 167 

7.6 元模型管理 ................................................................................................................ 169 

76.1 包管理 ................................................................................................................... 171 

7.6.2 类管理 .................................................................................................................. 173 

7.6.3 属性 ...................................................................................................................... 174 

7.6.4 父类： .................................................................................................................. 175 

7.6.5 类的子类： .......................................................................................................... 176 

7.6.6 组合关系 .............................................................................................................. 176 

7.6.7 被组合关系 .......................................................................................................... 177 

7.6.8 依赖关系： .......................................................................................................... 178 

7.6.9 被依赖关系 .......................................................................................................... 179 

7.6.10 数据类型管理 .................................................................................................... 179 

7.6.11 枚举管理： ........................................................................................................ 180 

7.7 流程管理 ......................................................................................... 错误!未定义书签。 

7.7.1单据注册 ............................................................................................................ 182 

7.7.2流程定义 ............................................................................................................ 184 

7.7.3流程监控 ............................................................................................................ 191 

7.7.4流程历史 ............................................................................................................ 192 

7.8 审批流程管理 ............................................................................................................ 192 

7.8.1我的流程 ............................................................................................................ 192 

7.8.2待办事项 ............................................................................................................ 193 

7.8.3流程处理场景 .................................................................................................... 194 

管理员： ....................................................................................................................... 194 

普通用户： ................................................................................................................... 199 

业务员： ....................................................................................................................... 199 

附录 ................................................................................................................................... 202 

大数据采集器使用简介 ................................................................................................... 202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 页 

 

1 产品简介 

本章将简要地说明中软国际数据资产管理产品用户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本手册）的使用

者、目的、范围和参考文件、编写规范说明、相关术语等。 

1.1 使用者 

 数据资产平台系统管理员 

 业务人员 

 业务分析师 

 数据管控人员 

 数据架构师 

 开发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1.2 手册目的 

本手册的目的在于告诉中软国际数据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本系统）的使用者，本系

统提供了哪些功能，以及如何正确地、有效地来使用这些功能。  

1.3 手册范围 

本手册首先简要地介绍本系统结构以及软件环境，然后说明本系统为使用者提供的各项

功能及其详细的操作步骤及说明说明。关于系统详细软硬件结构、系统安装及系统运行维护

方面的内容，请参考本系统的《系统部署手册》及《系统工程部署手册》。 

1.4 参考文件 

无 

1.5 编写规范说明 

 对于外部输入的数据，采用“”标注，如输入“测试数据” 

 对于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采用加粗注意表示：注意 

 对于有相关链接的地方，采用加粗相关链接表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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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资产管理使用指引 

2.1 产品概述 

数据资产管理是一款基于 WEB 方式的元数据管理工具，采用这个工具能够整合游离于

企业各环节的元数据资产，便于用户浏览及分析元数据。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有助于帮助用户

了解和管理信息和加工处理过程的来源，也有助于用户理解信息与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

它们如何被使用。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支持采集多种元数据来源，包括：关系数据库、客户化元数据等多种

元数据来源，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对采集的元数据进行统一存储到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知识库并

集中管理，为上层元数据应用提供服务，同时采用元数据树方式来统一展示数据资产管理平

台知识库的元数据，层级结构清晰，便于用户直观了解元数据组织结构。 

2.2 指引概述 

对应用户，您能够在本系统（或本模块）中完成以下工作： 

 配置系统（或模块） 

 数据地图创建及调整 

 从各类数据源中采集元数据 

 如何采集数据库中的记录作为元数据 

 如何进行元模型管理 

 如何进行系统管理 

2.3 元数据来源说明 

下表列出了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支持的元数据来源： 

序号 元数据来源类型 元数据来源 

1 关系数据库 Oracle、MySQL、DB2、SqlServer、Netezza、GreenPlum、TeraData 

2 客户化元数据 EXCEL 数据 

3 大数据 华为 Hive、华为 MPP、星环 Inceptor、CDH 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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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访问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在访问本系统（或本模块）之前您必须有一个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的用户账号，使用账户、

密码登录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之后，在系统管理下进行用户的配置，创建当前角色需要的用户

账号信息（具体用户和角色的创建请参考系统管理模块说明），创建成功后即可登录数据资

产管理平台： 

登录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步骤： 

1. 打开浏览器（推荐使用 IE9 或以上版本） 

2. 在地址栏中输入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的登录页面 URL: http://<host>:<port>/iedg，其

中<host><port>代表部署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应用的主机名或 IP 以及端口号，输入

回车之后出现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的登录页面，如下图。 

 

3. 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4. 点击“登陆” 

登录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后，访问“元数据管理”模块，即可进入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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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首页 

3.1 快捷菜单 

1．功能描述 

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添加 1-8个权限范围内使用频率较高的菜单作为快捷菜单，单击快

捷菜单可直接跳转至对应链接；所添加为快捷菜单可单击逐一删除，添加快捷菜单时可选中

多个保存添加为快捷菜单。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新增： 

步骤一：点击“+”添加按钮 （见图 1.1-1） 

 

图 1.1-1 

步骤二：选择所需添加为快捷菜单项，选中并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见图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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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图 1.1-3 

删除： 

步骤一：单击选择所需删除快捷菜单，点击删除，删除成功（见图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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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图 1.1-5 

3.2 数据目录 

1．功能描述 

数据目录功能展示数据资产的全貌信息，并用抽屉文件形式呈现系统、库、表、字段、

索引、存储过程、视图等元数据节点数据目录关系，详见 2.4章节数据目录。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数据目录板块抽屉文件形式展示所有业务系统（见图 1.2-1），并可单击右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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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卡片、血缘分析、影响分析、影响和血缘（见图 1.2-2）； 

 

图 1.2-1 

 

图 1.2-1 

步骤二：点击业务系统展示系统下所有库（见图 1.2-3），并可单击右键展示资产卡片、血

缘分析、影响分析、影响和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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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步骤三：点击库展示下所用信息（见图 1.2-4）； 

 

图 1.2-4 

步骤四：单击表可展示库下所有表信息（见图 1.2-5），并可逐级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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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备注：详见 2.4 章节数据目录 

3.3 消息 

1．功能描述 

消息板块展示变更前订阅、数据地图分享、标准审核、密码过期提醒各类消息，单击一

条消息展示消息详情；点击有上角"更多"，弹出所有消息页面。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用户登录后，进入首页，消息板块默认展示消息（见图 1.3-1）；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0 页 

 

图 1.3-1 

步骤二：单击点击一条消息，展示消息详情（见图 1.3-2、1.3-3）； 

 

图 1.3-2 

 

图 1.3-3 

步骤三：点击更多，展示所有消息（见图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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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图 1.3-5 

3.4 知识文档 

1．功能描述 

知识文档板块展示元数据文档及帮助中文档和数据标准中参考资料的文档，点击“数据

标准”和“元数据”则跳转到原页面，单条信息点击下载。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点击单个文档，可下载到本地（见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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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步骤二：点击数据标准，可跳转到数据标准中参考资料页（见图 1.4-2、1.4-3） 

 

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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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4 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旨在为企业提供端到端，跨技术平台的元数据采集、管理、展示的功能，帮助企

业在数据管理过程中完整了解数据的分布、定义和加工依赖关系。元数据结合数据标准、数

据质量帮助企业实现数据的可管、可用，是数据使用、产生价值的基础保障 

基本术语 

名称 说明 

元模型 用于描述元数据的结构和关系的数据模型 

元数据 关于数据的数据，描述数据及其环境的数据。包括业务元数据、技术

元数据、管理元数据 

属性 指元模型或元数据的属性 

元模型关系 指元模型之间的依赖关系、组合关系 

依赖关系 对于两个相对独立的元数据，当一个元数据引用了另一个元数据时，

这两个元数据之间主要体现为依赖关系 

组合关系 一种强关联关系，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且整体和个体分属不同层，

且整体的对象负责代表个体对象的生命周期 

影响分析 指为向用户直观展示元数据之间的流向关系而进行的以目标为起点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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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析 

血缘分析 指为向用户直观展示元数据之间的流向关系而进行的以目标为起点往

前分析 

目标对象 指在元数据关系中源元数据指向的对象 

模板 用于元数据导入和采集的模板 

采集 将元数据通过接口导入到元数据存储库的过程 

适配器  元数据对采集是通过统一接口来导入数据的，为了能够导入不同数据

源或数据载体的元数据，需要针对不同的数据源或数据载体提供数据

适配，来屏蔽元数据采集存储端对不同数据源或数据载体的变化 

数据源 采集对象所对应的数据库工具的连接配置信息 

采集源 采集元数据的基础，主要用于配置采集的来源及采集方式的基本信息 

业务系统 定义采集内容所属业务系统信息，用于采集源的挂载以及展示 

库（SCHEMA） 指的是数据库中的一个名字空间，它包含一个组表、视图、存储过程

等命名对象 

 

4.1 工作台 

1．功能描述 

工作台展示分为元数据变更统计、元数据来源类型、元数据总量趋势三个板块，元数据

变更统计展示今天、近 7 天、近 30 天新增、修改、删除的元数据统计数，也可根据用户选

择日期进行查询变化饼图；元数据来源展示库、表、字段的统计数；元数据总量趋势展示最

近 9个月元数据总数变化。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元数据变更统计展示各业务系统近 30 天新增元数据饼图（见图 4.1-1），也可点击

“修改”展示为近 30 天修改元数据饼图（见图 4.1-2），也可点击“删除”查看近 30 天删

除元数据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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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图 4.1-2 

步骤二：元数据变更统计查询：选择需查询变化的日期区间，点击确定按钮（见图 4.1-3），

查询结果展示变化区间饼图（见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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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图 4.1-4 

步骤三：元数据来源类型展示业务系统库统计总数（见图 4.1-5），点击“表”展示表统计

数饼图（见图 4.1-6），点击“字段”展示字段统计数饼图（见图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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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图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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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步骤四：元数据总量趋势图，展示近几个月元数据总量变化趋势图（见图 4.1-8），可拖动

下游标调整展示为最近三个月等（见图 4.1-9）； 

 

图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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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4.2 快速配置向导 

1．功能描述 

向导化元数据采集配置流程，包括步骤：用户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目录配置、数据

采集配置；其中用户配置、数据目录配置、数据源配置有系统管理相应权限，可点击“去配

置”跳转到系统管理相应菜单下去配置。 

用户配置：包含机构设置、角色设置和用户设置，该功能仅提供浏览和查询该登录用户

权限内的已配置的机构、角色和用户信息； 

数据源配置：该功能仅提供浏览和查询已配置的数据源信息； 

数据目录配置：该功能仅提供浏览和查询已配置的数据目录信息； 

数据采集配置：该功能用于配置元数据采集所需的采集源和任务。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用户配置： 

步骤一：机构设置展示机构相关信息（见图 4.2-1），含系统管理相关权限用户可点击“去配

置”链接进行维护（见图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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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图 4.2-2 

步骤二：点击角色设置，角色设置展示权限内可查看角色信息（见图 4.2-3），含系统管理

相关权限用户可点击“去配置”链接进行维护（见图 4.2-4）；查询功能可输入角色名、描述

进行单一或组合查询（见图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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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图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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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图 4.2-6 

步骤三：点击用户设置，用户设置展示权限内可查看用户信息（见图 4.2-7），含系统管理

相关权限用户可点击“去配置”链接进行维护（见图 4.2-8）；查询功能可输入账号、姓名进

行单一或组合查询（见图 4.2-9、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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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图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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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图 4.2-10 

数据源配置： 

步骤四：点击数据源配置，展示已配置数据源信息（见图 4.2-11），含系统管理相关权限用

户可点击“去配置”链接进行维护（见图 4.2-11）；查询功能可输入数据源名称进行查询（见

图 4.2-12、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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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1 

 

图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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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3 

 

图 4.2-14 

数据目录配置： 

步骤五：点击数据目录配置，展示已配置数据源信息（见图 4.2-15），含系统管理相关权限

用户可点击“去配置”链接进行维护（见图 4.2-16）；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27 页 

 

 

图 4.2-14 

 

图 4.2-15 

数据采集配置： 

步骤六：采集源配置展示已配置采集源并可进行采集源新增、修改、删除（见图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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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6 

步骤六：任务配置展示已配置任务并可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及立即行任务（见图 4.2-17），

任务配置完成即完成数据采集配置流程。 

 

图 4.2-17 

注意事项：快速配置向导数据采集配置流程，各步骤详细操作明细见对应目录处。 

4.3 元数据采集 

元数据采集是指获取数据源数据，对数据进行转换，然后将数据写入到元数据系统中的

过程。整体上可分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客户端包括采集源配置、任务配置，服务器端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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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采集数据、转换数据、入库落地等操作。元数据采集管理包括数据采集配置、采集模

板管理、采集日志。元数据采集的总体流程为： 

采集流程

功能

阶
段

数据存储 数据转换

任务制定

采集日志

采集任务执行

开始

结束

 

1. 建立业务系统，如果有业务系统则无需此步（参照数据目录设置）； 

2. 创建采集源，设置相应的适配器、工具版本、采集模式、数据源等参

数； 

3. 采集任务配置，自动采集则在任务配置中配置调度时间，同时立即运

行； 

4. 采集过程中可以随时查看采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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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采集是元数据管理的基础，它负责元数据采集，统一存储到元数据知识库并集中

管理，为上层元数据应用提供服务。 

 

4.3.1 一站式采集 

1．功能描述 

一站式采集配置简化配置采集源、任务流程，可将配置字典及关系采集源关系配置、任

务配置一站式配置完成并执行该任务，包含一站式采集新增、修改、删除、立即执行、查询、

查看单个任务详情、切换任务状态等功能。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4.3.1.1 新增 

步骤一：一站式采集页面，点击添加按钮，输入采集名称并选择已配置好采集源，配置所需

字典采集、关系采集所需数据库业务系统等，输入采集任务执行方式等，点击保存； 

 

步骤二：提示保存成功，页面展示该条信息，并按该任务按所选执行方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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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修改 

步骤一：一站式采集页面，点击所需修改信息列表中修改按钮； 

 

步骤二：弹出一站式采集修改页面，输入所需修改信息，点击保存 

 

步骤三：提示修改成功，下次执行该任务时，按修改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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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删除 

步骤一：一站式采集页面，点击所需删除数据操作列表中删除按钮，提示删除成功 

 

步骤二：选择多条所需删除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提示删除成功 

 

 注：任务的状态包括、启用、停用、结束，只有启用状态的任务不允许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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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立即执行 

一站式采集页面， 可以通过列表或页面中的立即执行按钮，重新执行任务，点击后任务即

可开始执行，可在采集日志查看任务执行进度 

 

4.3.1.5 查询 

在一站式采集页查询框中，可以通过输入模糊关键字或组合条件进行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显示查询结果 

4.3.1.6 查看详情 

点击一站式采集列表中的采集源名称，可查看采集源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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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切换任务状态 

对于已启用的任务，可进行任务状态切换，进行启用和停用的状态切换 

 

 

4.3.2 数据采集配置 

 

1．功能描述 

数据采集配置其一为业务系统采集数据字典适配器分为 EXCEL 采集适配器、数据库采

集适配器，除此需选择工具版本、采集模式、配置好的数据源、选择数据库得等信息；其二

为转换关系采集适配器分为文本文件采集适配器、DB 宏采集适配器、Perl 脚本采集适配器、

DB 存储过程采集适配器、DB 视图采集适配器，除此需选择工具版本、采集模式及业务系

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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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数据存储-采集原配置： 

步骤一：EXCEL 采集适配器：业务系统下点击新增按钮（见图 4.3.2-1），跳转至新增页面；

该页面选择适配器为 EXCEL 采集适配器且采集模式为手动上传时需手工上传 zip、xls、xlsx

格式文件，完成后点击上传，上传成功点击完成（见图 4.3.2-2），输入其他点击保存（见

图 4.3-3）新增采集源成功跳转至采集源配置列表（见图 4.3.2-4）。 

 

图 4.3.2-1 

 

图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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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3 

 

图 4.3.2-4 

录入说明： 

名称 说明 

采集源名称 根据当前所采集的内容进行定义，1-20 位字符，仅支持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

必填项 

采集适配器 必选项，下拉框选择，包含数据库采集适配器、EXCEL 采集适配器。请您选择正

确的采集适配器，例如采集数据库的数据字典，请选择“数据库采集适配器”；

例如采集 Excel 文件，请选择“Excel 采集适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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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版本 必选项，只能选择“common” 

采集模式 必选项，表示适配器采集元数据时的工作方式，与适配器、工具版本有关，因此

必须按照适配器、工具版本、采集模式的先后顺序选择。当适配器选择为数据库

采集适配器时，采集模式可选值仅为 JDBC；当适配器选择为 EXCEL 采集适配器

时可选为手动上传和服务器文件两种，服务器文件为已通过手动上传方式上传至

服务器文件。 

采集模板 必选项，根据当前所采集的内容选择采集模板，一般采集数据字典时用“数据字

典采集模板”；  

数据源 适配器选择为数据库采集适配器时，选择在当前采集系统所对应的数据库类型，

此部分内容需提前在系统管理中心进行配置，具体说明参考“系统管理-系统工具

-数据源管理”； 

数据库 选择当前采集系统的 SCHEMA； 

 

备注：新增采集源配置状态为未配置，该采集源配置任务后状态自动改为已配置。 

步骤二：数据库采集适配器：业务系统下点击新增同步骤一，适配器选择数据库采集适配，

选择数据源及数据库（见图 4.3.2-5），点击保存提示操作成功（见图 4.3.2-6）。 

 

图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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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6 

数据转换-采集源配置： 

步骤三：数据转换层点击新增按钮（见图 4.3.2-7），选择适配器输入必输项，点击保存提

示操作成功（见图 4.3.2-8）。 

 

图 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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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9 

录入说明： 

名称 说明 

采集源名称 根据当前所采集的内容进行定义，1-20 位字符，仅支持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

必填项； 

采集模板 采集转换关系时一般采用“mapping 采集模板”； 

适配器 必选项，下拉框选择，包含所有可用的采集适配器。请您选择正确的采集适配器，

例如采集的视图关系，选择“DB 视图采集适配器”，采集的是存储过程的加工关

系选择“DB 存储过程采集适配器”等 

工具版本 必选项只能选择“common”  

采集模式 必选项，表示适配器采集元数据时的工作方式，与适配器、工具版本有关，因此必

须按照适配器、工具版本、采集模式的先后顺序选择。 

业务系统 必选项，选择需采集的加工关系的业务系统，可选择一个或多个业务系统；  

数据源 适配器选择为 DB 视图、DB 宏、DB 存储过程采集适配器时，选择在当前采集系

统所对应的数据库类型，此部分内容需提前在系统管理中心进行配置，具体说明参

考“系统管理-系统工具-数据源管理” 

数据库 选择采集的业务中包含加工关系的 SCHEMA 

采集适配器范围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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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类型 说明 

数据库采集适配器 支持 Oracle 11g、MySQL 5.6.32、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GreenPlum 4.3.9.0、DB2 9.7、Teradata 13.0、Netezza 7.0 共七

种数据库数据字典采集。 

Excel 采集适配器 支持为 xls  xlsx  zip 

Perl 脚本采集适配器 

DB 存储过程适配器 

DB 视图采集适配器 

DB 宏采集适配器 

文本文件采集适配器 

Oracle 11g、MySQL 5.6.32、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GreenPlum 4.3.9.0、DB2 9.7、Teradata 13.0、Netezza 7.0 共七

种数据库的关系采集 

大数据采集适配器 支持 HuaweiHive HuaweiMpp XinghuanInceptor CDHHive 

大数据采集配置具体见大数据采集使用简介 

报表工具采集适配器 支持 SmartBI  

 

任务配置： 

步骤四：点击新增按钮（见图 4.3.2-8），跳转至任务新增页面（见图 4.3.2-9），数据执行

方式选择执行时间，点击保存按钮，任务保存成功（见图 4.3.2-10），成功后默认为启用状

态，可将不用采集任务状态改为停用，启用及停用任务均可立即执行。 

 

图 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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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9 

 

图 4.3.2-10 

 

录入说明： 

名称 说明 

任务名称 必填项，任务名称不能与当前已存在的任务同名 1-20 位字符，仅支持汉

字、字母、数字下划线，必填项； 

采集源名称 必选项。下拉选择，列出可用于配置定时采集的数据源 

执行方式 选择定时任务的执行方式，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一次性 

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定义的任务生间，即是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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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执行时间 从定义的时间自动计算下次任务执行的时间 

结束时间 任务自动结束时间 

任务描述 可选，对当前所创建任务的简要描述，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120 个字符 

任务状态 新增任务成功，默认为“启动”状态 

备注：1.数据转换和数据存储任务配置操作相同，区别为数据存储层需在业务系统下点击新

增任务； 

4.3.3 采集模板管理 

1．功能描述 

采集模板是采集数据字典和加工逻辑关系时，依据的采集模板；采集模板管理中数据字

典采集和 mapping 关系采集这两种模板的下载并提供模板查询功能。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点击采集模板管理，展示所有模板，点击下载按钮可下载该模板（见图 4.3.3-1） 

 

图 4.3.2-1 

步骤二：输入模板名称、数据源关键字可进行查询（见图 4.3.3-2、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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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2 

 

图 4.3.3-3 

4.3.4 采集日志 

1．功能描述 

主要供采集人员查看采集日志信息，检查采集是否成功。每次采集触发前，后台程序会

生成一个采集任务实例，可通过查看采集状态判断采集的内容是否成功，具体可“查看详情”，

等待采集任务可以点击取消任务。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点击采集日志，展示所有采集任务（见图 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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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1 

步骤二：点击“查看详细”按钮，展示该日志详细信息（见图 4.3.3-2） 

 

图 4.3.4-2 

步骤三：等待采集状态的任务可以点击取消任务（见图 4.3.4-3），提示取消采集任务成功

且列表状态变成取消采集（见图 4.3.4-4）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45 页 

 

 

图 4.3.4-3 

 

图 4.3.4-4 

4.4 体系分类维护 

1.功能描述 

该功能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以往系统库表的限制，希望把表、视图、存储过程、索引、宏

等挂在自定义的分类下。既可以按原来的系统库表的方式展示元数据，也可以按现在新做的

自定义分类来展示。 

按照不同的维度将相同维度的表进行一个归类，分类体系以一棵树的方式展现，一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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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挂在多个层次自定义分类。元数据只允许挂载在叶子节点。 

体系和分类的概念：一个体系下挂载多个分类节点。分类节点不能单独存在，只能在体

系下维护分类节点。也就是说，首先得新增一个体系，然后在该体系下增删改分类。体系之

间可以切换。切换后显示该体系下的分类节点。 

增加自定义维度的页签，确定维护的粒度到表级。 

2.操作步骤及说明 

4.4.1 体系维护 

4.4.1.1 体系新增 

步骤一：体系分类维护页面，点击体系维护按钮 

 

步骤二：弹出体系维护页面，点击新增按钮 

 

步骤三：弹出新增页面，输入需新增体系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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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提示操作成功 

 

4.4.1.2 体系修改 

步骤一：体系切换至所需修改体系，点击体系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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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弹出体系维护页面，点击修改按钮 

 

步骤三：输入需修改信息点击保存，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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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体系删除 

点击体系维护，在弹出页面中的，选择删除按钮： 

 

删除体系菜单时，会默认将所包含的所有的分类内容全部删除，删除需谨慎 

4.4.1.3 体系切换 

体系菜单中，可以自由进行不同业务需求的节点切换，点击体系切换按钮，显示不同类型的

体系分类，点击任何节点，即可切换至对应的体系分类中： 

 

例如，当前默认按所属地分体系，可以选择按部门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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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分类维护 

4.4.2.1 分类新增 

建立分类时，需选择左侧体系菜单节点，点击右侧新增按钮，进行分类新增： 

 

输入编码、名称、描述相关内容，点击保存，新增分类成功。只要当前分类没有挂载元数据，

就可以一直建立不同的分类，如当前节点添加了元数据，叶子节点默认显示为绿色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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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分类修改 

体系维护页面中，可选择需要修改的左侧分类菜单节点，点击右侧修改按钮，弹出分类修改

对话框： 

 

进行分类的属性修改，也可以修改分类父节点，更换父节点时只能选择未挂载元数据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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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并保存，修改完成： 

 

 

4.4.2.3 分类删除 

选择左侧分类节点，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如当前分类节点关联了元数据，则需要先接触

已关联的元数据，在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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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关联元数据 

选择左侧分类节点，点击右侧页面中的关联元数据按钮： 

 

选择关联的元数据所属的元数据、数据库，显示该数据库下表、存储过程、索引、视图…相

关内容，不显示字段级别，勾选需要关联的元数据，点击保存按钮，关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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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 解除关联 

对于已关联的元数据的分类，可进行接触关联，选择左侧分类节点，右侧显示关联的元数据

内容： 

 

勾选需要解除关联的元数据，点击解除关联按钮，解除关联成功，列表中不显示解除的元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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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类已关联元数据的节点进行删除时，需要先进行元数据的解除关联 

4.5 数据目录 

1．功能描述 

数据目录功能展示数据资产的全貌信息，并用抽屉文件形式呈现系统、库、表、字段、

索引、存储过程、视图等元数据节点数据目录关系，各层级均可根据关键字进行查询；各元

数据节点均可查看其资产卡片信息，如果该元数据节点有血缘分析、影响分析则可右键进行

查看。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步骤一：业务系统层：展示所有业务系统（见图 4.5-1），可点击右键查看其资产卡片、血

缘分析、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2），并且可进行该层级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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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图 4.5-2 

步骤二：业务系统层单击进入库层（见图 4.5-3），单击右键可查看库的资产卡片、血缘分

析、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4）。 

 

图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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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4 

步骤三：库层单击左键可查看库下存储过程、表、索引、视图统计总数，查询功能支持当前

层级查询（见图 4.5-5）。 

 

图 4.5-5 

步骤四：库层单击“存储过程”可查看库下全部存储过程，并可点击右键查看该存储过程的

资产卡片、血缘分析、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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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6 

 

图 4.5-7 

步骤五：库层单击“索引”可查看库下全部索引，并可点击右键查看该索引的资产卡片、血

缘分析、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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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8 

 

图 4.5-9 

步骤六：库层单击“视图”可查看库下全部视图，并可点击右键查看该视图的资产卡片、血

缘分析、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10、4.5-11）；如存在影响或血缘则显示查看快

捷键（见图 4.5-12）。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60 页 

 

 

图 4.5-10 

 

图 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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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2 

步骤六：库层单击“表”可查看库下全部表，并可点击右键查看该表的资产卡片、血缘分析、

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13）；如存在影响或血缘则显示查看快捷键（见图 4.5-14）。 

 

图 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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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4 

步骤七：表层单击左键可查看表下全部的字段，点击右键查看该字段的资产卡片、血缘分析、

影响分析、血缘和影响（见图 4.5-15）；如存在影响或血缘则显示查看快捷键（见图 4.5-16）。 

 

图 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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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6 

步骤八：各层存在影响或血缘分析则展示对应快捷键，点击查看影响快捷键（见图 4.5-17），

点击查看血缘分析快捷建（见图 4.5-18）。 

 

图 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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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8 

步骤九：各层存在影响或血缘分析，点击影响分析图时鼠标放置该节点则展示该节点基本信

息（见图 4.5-19） 

 

图 4.5-19 

步骤十：各层查询均为模糊查询，仅查询当前层符合关键字信息（见图 4.5-20、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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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0 

 

图 4.5-21 

4.6 手工维护关系  

1.功能描述 

对于未全部解析的关系，提供手工补录关系录入功能，支持表（或视图）到表（或视图）

之间的关联关系手动添加；支持字段到字段之间的关联关系手动添加；连接线可标注备注，

在数据地图中可以双击方式显示。 

2 操作步骤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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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表/视图到表或视图手工维护关系 

步骤 1：单击中心节点，弹出选择节点对话框，选择后点击保存，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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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点击“+”添加上游血源关系，页面展示已绘制关系及新增节点，双击添加节点，

弹出节点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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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上游血源表或视图，点击保存，节点信息保存，再点击页面保存按钮，提示操

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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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需一次添加多条关系，可点击“+”继续添加 

4.6.2 字段到字段手工维护关系 

步骤 1：双击已添加表/视图线，点击维护字段，弹出字段关系维护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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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维护字段，点击保存按钮，字段维护页面关闭，在点击页面保存按钮，提示保存成

功，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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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关系备注 

步骤 1：双击已添加表 /视图线，点击关系备注，弹出备注对话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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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可以数 200字符以内备注，点击保存，备注对话框关闭，点击页面保存按钮，提示

保存成功，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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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删除关系 

步骤 1：双击已添加表/视图线，点击删除关系，关系删除，点击页面保存按钮，提示保存

成功，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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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重建画布  

步骤 1：在维护关系页面，点击重建画面按钮，页面展示为选择所需添加关系节点页面，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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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据地图 

1.功能描述 

数据地图为展示数据分布、数据处理逻辑关系的视图，为元数据管理的各个角色提供直

观的图形化浏览方式，并可在地图上进行逐层的下钻展开和血缘、影响分析。同时可以展示

数据地图中的资产概览、资产卡片、历史信息以及从元数据看标准、看质量的情况。 

2 操作步骤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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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业务系统关系展示 

在数据地图中业务系统层，用户还可以进行全屏显示、导出 PNG、移动节点位置并进

行保存位置，选择鼠标滚动滑轮放大或缩小，从不同角度进行地图效果展示。数据地图中默

认展示两个及以上业务系统关系图，单个业务系统内的关系在数据目录中查看。 

多个业务系统关系展示如下： 

 

4.7.2 库级关系展示 

用户在当前业务系统层中，选择某个需要查看的节点，双击业务系统下钻至库，同时页

面中显示每个库所属的业务系统的名称，库级关系展示如下： 

 

双击库的四方边框，返回上一级业务系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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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资产概览 

资产概览显示的是业务系统、库下所含的数据字典的内容以及数量的统计 

将鼠标移动至某个业务系统节点时，显示的资产概览如下： 

 

将鼠标移动至某个库节点，显示的资产概览如下： 

 

4.7.4 表关系展示 

用户在数据地图中双击某个业务系统节点>双击某个库节点>显示的是库下所有内容，

默认显示表级的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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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 ”标识的是有血缘或影响分析的，点击某一个表的“ ”标识，显示

表级关系如下： 

 

 

切换不同的 tab 页分别展示的存错过程（图 4.5.4-1）、索引（图 4.5.4-2）、视图（图 4.5.4-3）、

宏（图 4.5.4-4）等信息 

 

 

                                图 4.5.4-1 

如需查看存储过程参数，单击某个存储过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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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4-2 

 

                                图 4.5.4-3 

如需查看视图字段，单击某个视图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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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4-4 

返回上一层 点击页面中的关闭按钮或者在空白双击即可 

4.7.5 字段关系展示 

用户在数据地图中双击某个业务系统节点>双击某个库节点>点击某个表节点>显示的

该表下所有字段列表如下： 

 

带着“ ”标识的是有血缘或影响分析的，点击某一个字段的“ ”标识，显

示字段级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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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为最底层不支持下钻，返回上一层，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即可 

4.7.6 孤立实体展示 

孤立实体中依业务系统为维度只显示没有加工关系的表，用户可以在数据地图首页，点

击“孤立实体”按钮： 

 

单击某一个库，显示的孤立实体的表内容： 

 

返回上一层点击页面中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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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资产卡片 

所有采集的数据字典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资产卡片查看其属性，以字段元数据为例： 

在某个字段元数据节点上右键， 选择“资产卡片”显示如下： 

 

资产卡片中展示该元数据的属性内容以及相关信息，返回上一层点击关闭按钮 

4.7.8 血缘分析 

用户可以在某个节点上右键 选择血缘分析，依字段血缘分

析为例，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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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一层，单击页面中的关闭按钮即可 

4.7.9 影响分析 

用户可以在某个节点右键 选择影响分析，依字段影响分析为例，展

示如下： 

 

4.7.10 血缘和影响 

血缘和影响分析全链，在某个节点上右键 选择血缘和影响，显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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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 历史信息 

历史上信息是指当前节点的元数据进行了属性的变更，通过再次采集对比差异，显示的

历史信息修改次数，并点击条数链接查看历史详情（图 2.5.11-1） 

 

 

                                     图 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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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对比：两个版本之间的比对，差异部分会高亮显示 

 

与最新对比：当前选择版本与最新的版本比对，差异部分会高亮显示 

 

4.7.12 数据标准 

用户可以从资产卡片中查看字段元数据落地数据标准的信息，一个字段只能落地一条标

准 

 

点击查看关联标准的链接，显示标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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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3 数据质量 

用户可以从字段元数据查看质量的检核情况，显示字段的检核质量的条数： 

 

点击条数的链接显示规则信息如下： 

 

4.7.14 报表关系展示 

在报表系统层双击某节点，下钻到报表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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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级只能有血缘分析，显示“ ”级别的就可以点击查看血缘分析，或者点击右键中

的血缘分析 可以查看，内容如下： 

 

 

4.7.15 查看报表表样 

在报表表级层查看资产卡片中，可以查看采集后的报表表样（除页面类型报表外），其余类

型报表都可以查看到报表表样，依透视分析为例：在报表级资产卡片点击查看“报表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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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报表字段关系展示 

双节报表系统层下钻至报表层，在报表层双击某报表，下钻至报表字段层，同时还有一

些报表中包含报表参数： 

 

 

 

点击报表参数的“血缘分析”按钮关系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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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表字段中的“血缘分析：按钮关系展示如下： 

 

 

 

 

 

 

 

 

4.8 变更分析与查询 

元数据变更管理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将要发生变更的元数据进行变更前的影响分析，并

将分析结果通知到受到影响系统的相关人员，二是对发生变更后的元数据进行变更的统计，

并可以按天、时间段、变更类型查询，以及基于各个业务系统生成变更的统计报表 

4.8.1 变更前影响分析 

1.功能描述 

可以对任意数据实体查询其影响分析，对重要的影响分析可以系统通知的方式通知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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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相关系统管理人员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用户在变更前影响分析页面，选择需要变更的节点，查看影响分析的内容 

 

点击发起变更通知： 

 

选择需要发送的用户后进行保存，即可发送成功，同时会形成一条发送记录： 

 

通知对象用户登录系统后在消息通知处会收到该变更通知信息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91 页 

 

4.82 变更查询与订阅 

1.功能描述 

变更查询是指可以按照元数据类型以及变更类型对元数据的变更情况进行不同纬度的

查询；变更统计是指依业务系统为维度，统计业务系统下的变更的情况；变更订阅是指可以

对关注的数据实体进行订阅，订阅后在关注数据实体发生变更时会及时收到系统通知，直接

查看其变更详情。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变更查询： 

例如 查询 今天 某业务系统  新增 元数据 点击查询结果 如下： 

 

变更类型为新增  可以查看新增后影响分析（图 4.6.2-1、图 4.6.2-2） 

 

                                   图 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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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2-2 

变更类型为修改时 可以查看变更前后对比（图 4.6.2-3、图 4.6.2-4） 

 

                                  图 4.6.2-3 

 

                                   图 4.6.2-4 

变更类型为删除时  可以查看删除前的影响分析（图 4.6.2-5、图 4.6.2-6） 

 

                                     图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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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2-6 

变更统计：从业务系统的维度查看元数据变更的情况 如下： 

 

还可以点击某元数据的个数查看详情,例如 点击 BANK4 修改 字段（图 4.6.2-7、图 4.6.2-8） 

 

                                  图 4.6.2-7 

 

图 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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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订阅：例如 新增 订阅 BNK4 T4 表格发生变更时通知 

 

当 T4 表格发生了修改和删除的操作，同时重新进行了采集时，当前用户会收到两条变更通

知如下：（图 4.6.2-9、图 4.6.2-10） 

 

                                图 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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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2-10 

#注意事项：如取消订阅将不再收到消息变更的通知 

4.9 数据检索 

1.功能描述 

元数据高级检索支持平台内所采集后的所有元数据内容，英文字母大小写、元数据类型、

以及元数据名称关键字的模糊精准查询。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例如，输入“业务系统”会同时搜索出元数据类型为业务系统的，以及其他字段中包含这

几个关键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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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写匹配查询： 

 

 

 

同时还可以点击每个元数据的详情-（图 4.7.1-1、图 4.7.1-2） 

 

                                  图 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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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1-2 

4.10 据导出 

1.功能描述 

按照业务系统为维度，可以分别导出业务系统下的数据字典的内容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元数据导出列表如下： 

 

例如 导出业务系统 PMS ，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导出文件为 xlsx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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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档和帮助 

1.功能描述 

平台内可以上传一些不同类型的相关文档，例如功能说明、使用手册、版本更新说明等，

目前只能上传 PDF 格式的，并支持在线预览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用户可以选择文档类型为功能说明>新增 PDF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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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成功后如下： 

 

点击列表中的在线预览按钮>可在线预览 

 

支持在线文档的下载>点击列表中的下载> 

 

支持在线文档的删除>点击列表中的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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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标准 

数据标准管理平台旨在为企业提供一整套标准的维护查询落地功能，方便企

业以最小的劳动成本管理数据标准。数据标准可以结合数据质量和元数据来使

用，帮助企业实现数据的可管、可用，是数据使用、产生价值的基础保障 

基本术语 

名称 说明 

数据标准 数据标准是为了满足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和分析决策需求而制定的规范性

文件 

标准知识图谱 运用知识图谱展示主题、信息项、公共代码之间的图谱关系 

主题域 描述该数据项归属数据标准主题域。数据标准主题域往往是一个笼统的

业务概念/术语 

信息项分类 描述每个标准主题下的数据项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数据项的组织和

记忆 

信息项 简单讲就是对应表里面的字段，做数据标准或者数据信息整理，不都是

表的形式，通常是能采集到的数据的最小粒度 

代码 全称公共代码，一些常用的代码集合 

代码项 代码的码值 

数据模型 按照一套模型组织结构来存放数据。模型根据数据的业务性质来定义 

 

5.1 工作台 

1.功能描述 

数据标准工作台按照标准主题、映射标准以及公共代码引用的维度分别进行了标准项的

统计展示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标准主题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统计每个主题下的标准项的数据量，以及总量 

鼠标移动至某个主题时显示具体的数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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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标准显示不同主题下映射了元数据的标准项的数量 

 

公共代码引用统计的是不同主题下引用了公共代码的标准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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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准知识图谱 

1.功能描述 

运用知识图谱展示主题、信息项、公共代码之间的图谱关系，包括按照不同关键字进行

搜索，标准项发生变更或者关系发生变更时的刷新，查看某个节点的详情以及数据同步的功

能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查看标准项：在主题双节可以查看到一级分类、一级分类双击展示的二级分类、以此类推，

最后显示的是标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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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共代码：双击公共代码根，展示已发布的公共代码 

 

搜索：用户可以按照搜索节点、主题、关系、以及主题到主题或者信息项到公共代码的关

系，最短路径的方式进行搜索 

 

例如：输入内容“险类代码到公共代码的关系”点击搜索，显示结果如下： 

 

数据同步： 

该功能仅限于关系型数据库和图数据库中，数据出现不同步或异常情况下需要进行的操

作。正常情况下标准发布废止流程，数据会自动同步到图数据库中，不需要操作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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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标准项或者关系新增、变更时必须发布成功才可以进行刷新实时查看，例如 新

增了客户主题以及信息项并进行发布，点击刷新会看到新增的客户主题： 

 

例如 新增了客户主题某标准项引用了公共代码发布成功后，点击刷新后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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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查询后点击刷新可以收起所有查询结果显示默认页面内容如下： 

 

查看详情：鼠标放置某个节点上，点击“查看详情”，右下角显示该节点的具体的内容 

 

鼠标放上去后显示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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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浏览查询 

1.功能描述 

数据标准浏览查询功能主要提供了主题、信息项、公共代码和公共代码项的查询。此外

还有查看信息项与公共代码映射详情，信息项公共代码的版本轨迹，以及导出的功能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5.3.1 查看主题版本轨迹 

选择主题后点击查看版本轨迹，进入版本列表页： 

 

勾选某两个主题，点击版本对比，查看版本之间的差异，同时显示该主题下不同版本之

间信息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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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查看公共代码版本轨迹 

选择已发布的公共代码，查看版本轨迹如下： 

 

进行版本比对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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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主题和公共代码导出 

用户可以进行公共代码根或单个多个主题进行批量导出，勾选需要导出的主题/公共代

码根复选框，点击导出按钮既可以导出为 Excel 格式的内容： 

 

例如   导出的客户主题内容成功后展示如下： 

 

 

导出的内容会显示版本发布的详情 

导入的公共代码以及代码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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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信息项版本轨迹 

选择左侧主题节点>右侧显示信息项列表>勾选信息项>点击查看版本轨迹，差异高亮显

示： 

 

 

5.3.5 查看标准映射 

选择左侧主题节点>右侧显示信息项列表>勾选映射状态为“是”的信息项>点击查看标准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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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查询功能 

支持信息项和公共代码的模糊、精准、组合条件的查询，以信息项查询为例 

例如：用户输入信息项编号关键字“1”支持模糊匹配查询： 

 

例如：用户输入中文名称的精准查询： 

 

例如：组合查询编号为 CU00019，中文名称为“中文名称”，版本起始日期为“201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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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5.4 标准维护 

1.功能描述 

标准维护功能主要用于个体维护以及批量维护标准数据。针对单个信息项与公共代码可

以对其进行增删改的操作，针对批量数据可以使用导入导出的功能进行维护，其中单个维护

适用于小规模修订更新操作，批量导入适用于大规模初始化数据。配合审批流功能可以对主

题、信息项和公共代码进行发布和废止，此外标准维护中还提供有一些辅助性功能，例如导

入时候的差异对比，发布时候的版本对比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新增信息项之前需先添加主题，选择左侧标准类元数据的节点>点击新增主题>保存后

添加主题成功 

 

输入内容说明如下： 

名称 说明 

编码 

用两到三位的大写英文缩写来表示一个主题， 

通常可这样定义：参与人（IP），产品（PD），协议（AG），机构（IO），

位置（LO），渠道（CH） 

中文名称 
描述该数据项归属数据标准主题域。数据标准主题域往往是一个笼统

的业务概念/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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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5.4.1 标准手动新增 

信息项：选择左侧主题的节点>点击新增>保存新增成功 

（如图 5.4.1-1、图 5.4.1-2、图 5.4.1-3） 

 

                               图 5.4.1.-1 

 

图 5.4.1.-2 

注意事项：当填写分类信息时，填写了三级分类的内容就必须填写上一级二级分类的内

容，添加四级分类必须填写上一、二、三级分类，以此类推否则在知识谱图中会显示不完整 

 

输入项说明： 

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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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项中文名称 对数据项的统一中文名称信息，该名称是从业务上区分不同的数

据项，数据标准的命名应直观、易懂，字数不应过长，命名中应

尽量不出现括号、斜杠等特殊符号 

信息项英文名称 该信息项英文名称信息 

一级分类~五级分类 描述每个标准主题下的数据项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数据项的

组织和记忆 

信息项别名 是数据项的其他名称，在业务或技术上针对该数据项的常用叫法，

包括在主要源系统中使用的名称、业务人员使用的常用名。用于

帮助业务部门快速查找、理解、使用数据标准 

业务定义 基于创建数据的业务流程对数据业务口径和相关业务场景的详细

描述，对定义的描述应该精准、细致，以利于其它使用该数据项

的人员理解。 

业务规则 对数据项所需要遵循的业务规则的详细描述例如使用的业务场

景、计算方法和编码规则等内容的具体描述。 

如果标准没有业务规则的要求，则用“/”填写，表示本栏不适用 

值域 值域是数据可接受的业务取值范围，即数据的允许值的集合。 

如果该数据项对取值范围没有要求，则用“/”填写，表示本栏不

适用 

引用代码 如果该数据项对应公共代码，则填写引用的公共代码编号 

外键标识 标志该数据项是否是引用的外键数据项。 

外键是指，该数据项同时是另一个实体的主键数据项 

外键对应信息项 指定该数据项对应的外键数据项编号 

制定依据 标准依据描述数据标准的业务依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法律

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外部监管要求、国际标准、国外先

进标准、银行内部制度和系统规范、行业惯例等 

数据类型 逻辑意义的类型，是根据数据的业务定义、业务规则和常见表现

形式定义其所采用的数据存储形式。包括：编号类、代码类、指

示器类、文本类、金额类、数值类、比例类、日期类、日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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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二进制类、图片类。不同数据库产品在定义时虽然采用不同

的数据类型，但是其数据特性均相同 

数据格式 数据项在精度、长度、形态上的规范。 

逻辑意义上的数据格式，表征数据内容许可的填充物类型和长度 

 

 

                               图 5.4.1-3 

 

公共代码：选择左侧公共代码根节点>点击新增>保存新增成功 

（如图 5.4.1-4、图 5.4.1-5、图 5.4.1-6） 

 

                                        图 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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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1-5 

录入项说明： 

名称 说明 44 

中文名称 代码中文名的命名应直观、易懂，字数不应过长，命名中应尽量

不出现括号、斜杠等特殊符号。建议以“代码”结尾 

英文名称 该代码的英文名称信息 

定义原则 用于描述代码的制定依据，主要包括“引用外部标准”、“引用

行业标准”、“引用企业内部标准”，同时给出引用标准的文档

名称 

业务含义 详细描述代码表示的业务语义，便于理解 

编码规则 用于描述代码的编制方式，包括字符类型、长度等 

数据格式 指对编码规则的技术描述 例如：例如“冻结金额”的数据格式为

16n(2)，则取值范围为[0,9999999999999.99] 

代码项 描述公共代码中的具体的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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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1-6 

 

 

5.4.2 标准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根据选择的 Excel 内容自动按照主题和公共代码的文件名称进行分类导入，同

时按照编号进行比对，如系统中不存在此编号的为首次新增导入，如已存在会覆盖原有内容

显示差异 

标准项导入：选择左侧标准类元数据>点击左侧导入>选择导入的 Excel 表格>导入成功 

（图 5.4.2-4、图 5.4.2-5） 

 

 

图 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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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2-5 

覆盖导入，选择左侧标准类元数据>点击左侧导入>选择导入的 Excel 表格>查看差异概

览>导入成功 （图 5.4.2-1、图 5.4.2-2、图 5.4.2-3） 

 

                           图 5.4.2-1 

 

                                 图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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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2-2 

公共代码导入：公共代码包含了代码项所以差异需要独个进行查看 

点击导入>选择公共代码的 Excel>导入比对页面如下 

 

如初次导入显示状态新增；如是覆盖导入，可以查看每个公共代码的差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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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标准状态 

不同状态的信息项、公共代码可以进行的操作逻辑如下： 

1、新增状态下：可以修改、删除、发布；不可以废止 

2、修改状态下：可以修改、发布、废止；不可以删除 

3、发布状态下：可以修改、发布、废止；不可以删除 

4、废止状态下：不可以修改、发布、删除 

5、主题和公共代码根下无内容时，不可以发布 

6、首次发布信息项时，需要先发布主题 

7、删除主题或者从公共代码根节点删除时，信息项和公共代码需全部是新增状态 

 

 

 

如下表所示（表 4.3.2-1） 

操作   

 状态 

修改 删除 发布 废止 

新增 √ √ √ × 

修改 √ × √ √ 

发布 √ × √ √ 

废止 × × × × 

（其中对号表示可执行的，错号表示不可以执行的）  表 4.3.2-1 

5.4.4 标准导出 

导出模板：在标准类元数据的节点，点击左侧的更多>导出模板>导出信息项和公共代

码的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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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可以选择单个或者多个数据进行数据导出 

 

每个主题是一个单独的 Excel，公共代码是一个单独的 Excel 

5.5 标准映射 

1.功能描述 

标准映射提供了标准信息项或公共代码与元数据字段进行关联的唯一途径。关联映射方

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手工映射，另一种是血缘映射。血缘映射添加时，必须先添加手工映射，

且该字段有血缘字段，这样一来大大缩短映射的工作量。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5.5.1 手工映射 

标准项映射：步骤一：选择左侧主题节点>选择添加映射的标准 

 

步骤二：勾选标准后，点击“标准映射”按钮，进入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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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选择左侧需要映射的字段元数据，点击“添加手工映射”按钮，添加成功后保

存即可（图 5.5.1-1、图 5.5.1-2） 

 

                                   图 5.5.1-1 

 

 

 

                                      图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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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代码映射：选择需要映射的公共代码>添加手工映射按钮 

 

注意事项：一条标准可以映射多个字段，同时如果添加了血缘映射，那么在删除手工映射时

会全部删除！ 

5.5.2 血缘映射 

添加血缘映射的前提必须先添加手工映射>在添加手工映射的字段如果有血缘关系>那

点击血缘映射时，才可以对血缘字段也映射到同一条标准>保存即可添加成功 

（图 5.5.1-3、图 5.5.1-4） 

 

                                      图 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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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1-4 

5.5.3 无效和恢复 

血缘映射无法独立删除，只能置为无效列表中（图 5.5.1-5、图 5.5.1-6） 

 

                                图 5.5.1-5 

 

                                    图 5.5.1-6 

注意事项：如果该血缘映射包含的关系无变化时，无效列表中的血缘映射是可以恢复的，

点击恢复按钮即可（图 5.5.1-6），如果此血缘关系已删除或已变更，那么在恢复时会提示

删除此血缘映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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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血缘映射刷新 

血缘映射刷新功能相当于从主题和公共代码根的维度尽量批量刷新，如果血缘的关系发

生新增或者删除时，那么此时进行血缘映射刷新，会自动添加或者删除血缘映射的字段，但

是不会刷新无效列表中的血缘映射。 

  

5.6 参考资料 

1.功能描述 

平台内可以上传一些不同类型的相关文档，例如企业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说明等，

支持任何格式的文件上传，只支持 PDF 格式的在线预览 

2 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用户可以选择文档类型为企业标准>新增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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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成功后如下： 

 

点击列表中的在线预览按钮>可在线预览 

 

支持在线文档的导出>点击列表中的文档到出 

 

支持在线文档的删除>点击列表中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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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质量 

6.1 质量工作台 

以业务系统、检核规则类型（六性：规范性、一致性、时效性、准确性、唯一性、完

整性）角度统计质量规则，统计平台中有效质量规则；以业务系统维度按计划的创建时间统

计有效质量计划，以便直观查看质量规则和计划相关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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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检核规则 

1.功能描述 

检核规则以业务系统为维度，柱状图形式展示所有有效质量检核规则；以检核规则类型

为维度，环形图形式展示规则总数及各个规则个数。  

2.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数据质量工作台，展示如下图 

 

步骤 2：基于各业务系统建立的有效规则个数，可单击业务系统，展示业务系统及规则数，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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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统计有效规则在六性的分布情况，可单击规则类型，展示对应规则名称及规则数量，

见下图； 

 

6.1.2质量计划 

1.功能描述 

质量计划以业务系统维度按计划的创建时间统计有效质量计划，以便直观查看质量规

则和计划相关统计数 

2.操作步骤 

步骤 1：基于业务系统统计已执行质量计划、规则数，单击业务系统展示该业务系统计划数

及规则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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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质量规则管理 

1.功能描述 

质量规则管理对数据质量业务的实例化，是其在系统中的应用，用于对特定的数据集

进行数据质量规则的统一规范，管理，数据质量规则和具体的系统表、字段紧密相关，主要

质量规则的新增、修改、删除、导入、导出、状态变更以及检核脚本 SQL语句的功能维护。 

数据质量规则通过手动新增、模板新增、Excel导入、三种方式进行规则的管理，包括

新增、修改、删除、状态变更以及检核脚本的维护。 

 

相关术语： 

 

     名词 名词解释 

唯一性 表现是保证在一个字段或者一组字段里的数据与表中其它行的数据相比是唯一的 

准确性 表现在数据与目标特征值之间的差异程度 

完整性 表现在数据的缺失程度 

一致性 表现确保数据在多种数据仓库、应用软件、系统等各种场景中均保持一致 

时效性 表现在是否能够在数据需求定义要求的期限内获得最新的数据，或按要求的更新频率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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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规范性 表现在数据格式的规范程度 

质量规则 指通过基本的规则描述、规则定义、技术实现三方面完整的描述规则信息，确保信息的进

一步完善 

通 用 规 则

模板 

指在对某类数据分析时，将通用性比较强的规则进行模板化，替代了单一的编码过程，可

直接通过规则模板配置生成脚本的规则 

检核计划 指针对某个检核设立一个目标和该目标的范围等相关计划信息（具体是从一次检核分析的

目的作为一个分析专题，来进行检核处理） 

评 分 卡 模

型 

指评估依据，通过多个维度进行权重设置，对评估做出模型依据。项目中需要根据客户实

际情况由专家设计模型。 

专 家 打 分

法 

对规则进行权重设置，按照权重加权方法，对数据质量总体情况给出量化评判，此处使用

的评分卡方法为专家打分法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数据质量规则分三种添加方式：手工新增、模板新增、导入。 

6.2.1手工新增 

点击新增->手工新增->进入新增界面->填写正确内容->点击选择标准添加规则映射->保存。 

 

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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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a.手工新增成功后，需要进行脚本维护，否则无法正常使用该规则。 

b.输入新增内容后，进行保存新增成功，默认新增规则为有效状态。 

B）映射标准 

规则编号 为每条数据质量检核规则分配的唯一编号，格式固定为 QR+六位数字；一般由系统自动

分配 

规则名称 为每条质量检核规则拟定的简要描述，描述该规则检查的核心问题，便于浏览访问。例

如：客户编号唯一性检查；身份证号码合法性检查等。 

规则类型 依据质量规则检核内容，指定的质量规则所属类型，用于对质量规则进行分类评价。（规

则类型定义参照包括有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规范性、时效性） 

检核对象类

型 

一条质量规则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检核对象（数据）制定的，检核对象可以是数据库里的

数据，也可以是导出到文件中的数据；这里依据被检核数据的形式，给出检核对象类型

（DB，文件） 

检核系统 检核对象（数据）所属的业务系统名称，如添加了数据质量需进行采集后，下拉选择需

要检核的业务系统的名称 

检核库 检核对象（数据）所属的数据库名称 

检核表 检核对象（数据）所属的表名称 

检核字段 质量规则检核对象的字段名称，是被检核的数据内容 

参照系统 主参照对象是当检核对象与另一系统的数据项进行比对时，比对的数据项即为主参照对

象，这里定义该质量规则引用的参照对象所属的业务系统名称 

参照库 主参照对象（数据）所属的数据库名称 

参考表 主参照对象（数据）所属的表名称 

参照字段 主参照对象的字段名称 

规则业务描

述 

对于质量检核规则核查内容的完整、详细的业务描述，说明依据何种业务规范要求制定

的本条质量检核规则的检核内容。 

规则逻辑实

现 

描述数据质量检核的技术实现逻辑，保证开发人员可以据此描述写出数据质量检核相应

的 SQL 脚本或者检核程序代码 

制定部门 质量规则的制定部门名称 

制定人 质量规则的制定人 

备注  

添加标准 非必填项如需关联标准，可以选择已发布的标准信息，进行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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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质量规则的制定依据参照了数据标准时，这里维护质量规则与相应数据标准之间的映

射关系，一条质量规则只能对应一条数据标准信息项，且只显示已发布的数据标准项。 

在规则新增或修改规则页面中，点击“选择标准”按钮，弹出如下窗口： 

 

 

#注意事项： 

选择无需添加的标准，点击“删除标准”按钮，即可将映射的标准从该表中清除。 

 

删除和修改：   

a.只有无效的规则可以删除 

b.删除规则的同时会将规则脚本、已经打好分的规则同时删除 

c.只有有效的规则才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6.2.2模板新增 

点击新增->模板新增->选中一条规则点击选择模板->选择对应库表字段->点击添加规则->选

择明细字段后点击添加->点击下一步->再点击规则生成->添加规则成功。 

 

#注意事项： 

1）通用规则生成，通用规则模板将选择的检核对象内容替换至通用规则模板参数中，快速

生成一条质量规则，同时包含了脚本信息的生成。 

2）同一个字段只能生成一条规则，如果当前字段已经生成过一条规则，那么下次再生成规

则选择字段时，就不会显示已经生成过规则的字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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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点击新增->模板新增，显示当前所有的通用规则模板的列表，如下： 

 

 

#注意事项： 

如果启用参照对象为“是”，则在选择检核对象时，需要选择参照的系统，库，表字，反之

则只选检核的系统，库，表字段即可。 

 

步骤 2：选中一条规则 -> 点击“选择模板” -> 跳转至规则生成详细页。如下： 

 

 

步骤 3：选择检核对象和参照系统所属的，系统、库、表、字段，如检核对象类型是表，只

能选择到表级，如果检核对象为字段时，只能选择一个检核字段（主键字段可以选择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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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同一个字段只能生成一条规则，如果当前字段已经生成过一条规则，那么下次再生成规则选

择字段时，就不会显示已经生成过规则的字段了。 

 

步骤 4：点击添加规则 -> 选择其他展示的明细字段 -> 再点击“添加”-> 再点击“下一

步” 

 

步骤 5：点击“规则生成”按钮，规则生成成功，返回规则列表页，显示新增规则： 

 

 

6.2.3导入    

点击导入->选择已填好模板->点击打开->确认导入->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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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a.显示全部导入内容，依规则编号为主键对于导入内容进行比对，有效的状态下的规则编码

无重复时为“新增”，显示新增内容及条数； 

b.规则编号重复时为“修改”，规则名称、规则业务描述、规则逻辑实现、规则类型如有修

改，则高亮显示差异，及修改条数； 

c.如导入的是无效的状态的规则，则不显示具体导入内容，只显示无效条数。 

 

 

模板下载  

  点击“模板下载”按钮，下载规则 Excel 模板，下载的模板中业务参数配置 sheet 页

中，显示的为当前系统中已采集的业务系统名称，其他 sheet 页内容为空。 

 

 

状态变更  对质量规则列表中的规则进行有效和无效状态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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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脚本维护   

选择手工新增的规则->点击脚本维护图标->点击新增->填写正确内容->点击保存->脚本添加

成功 

 

#注意事项： 

规则添加成功后，需要对规则添加执行检核的脚本内容，一条规则可以对应多个脚本，但是

只能对应不同数据库类型的脚本。 

 

第 1 步：选择新增的规则，点击脚本维护图标  

 

 

第 2 步：点击页面中的“新增”按钮，弹出脚本新增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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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项说明： 

 

 

 

#注意事项:   

a.只有有效状态的规则在计划关联规则页面中，以及专家评分卡页面中显示； 

b.删除规则后，专家评分卡中已打分的规则也将被删除。 

名称 说明 

质量规则编号 显示对应脚本对应的规则编码无需维护 

脚本类型 目前系统默认为 SQL，存储过程、Java、C 

存储过程参数  

程序文件名称  

程序文件路劲  

数据库类型 下拉选项根据目前系统中添加的数据源 

明细 SQL 具体执行检核的 SQL 语句 

总数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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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质量规则检核 

通过制定检核计划以及任务，按照质量规则中定义的规则内容以及 SQL 脚本执行检核任

务，给出检核结果。可以先进行数据采集再进行检核，也可以不用数据采集。 

 

检核流程：数据采集->添加数据质量规则-> 添加检核计划->添加任务并执行->生成质量报

告 

6.3.1 检核计划管理 

1.功能描述 

检核计划管理通过配置方式确定规则的检核计划，包括该计划的目的、范围描述以及计划的执行频率，此

模块可以直接导出为检核计划说明书，给外部调度平台根据该计划形式进行包装调度，进而返回结果集，

达到检核流程的完整；也可以通过平台自身的调度机制来达到检核计划的进一步实现。 

 

2.操作步骤及说明及说明 

新增检核计划：点击新增->填写正确信息->点击添加规则->选中一条规则->点击确认选择->

点击保存->新增计划成功 

 

 

 

#注意事项：a.添加规则确认选择回到上面的界面后，必须点击保存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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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也可以对脚本的内容进行修改,点击下图位置即可。 

 

 

录入项说明： 

 

名称 说明 

计划编号 
必填项，尽量命名有自身的业务含义，如核心系统，编号可为 CBS_001 等，输入内容不可重

复 

计划名称 必填项，计划名称的命名符合实际业务场景 

目的描述  

范围描述  

执行频率 检核频率包括，一次性、每周、每月、每天具体执行的日期和时间在计划任务页面定制 

数据日期 检核的数据入库的时间，当选择执行频率为一次性时，需要添加数据日期，该数据日期会替

换执行 SQL 中的日期参数作为实际检核的数据日期 

写明细数

据 

如勾选写明细数据，则在查看结合结果时，显示明细数据状态以及具体明细内容，如不勾选

明细状态显示为“不入明细”，明细内容为空 

 

修改规则：只能对未执行过检核的计划进行修改，检核计划是否执行过，通过查看计划对应

的任务实例，有任务实例就为执行过的，不允许修改；也还可以通过检核结果，如计划在外

部执行，直接导入结果的这种情况，需要在检核结果下查看，如有检核结果不允许修改。 

 

删除计划： 

只有无效状态的计划才能删除；执行过的计划不可删除，可以置为无效。 

 

状态变更：对检核计划的状态进行有效和无效状态的变更，检核计划如果存在执行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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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置为无效；检核计划有相应检核结果时，不允许置为无效。 

 

6.3.2 检核任务管理 

1.功能描述 

此模块是为了适用于检核计划在平台自身的进一步实现而设计的，在配置了检核计划的前提

下，通过检核任务来进一步的确定计划的具体执行时间进而真正的完成检核任务。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新增任务：点击新增->选择计划编号->选择数据源->点击保存->新增任务成功 

 

 

 

#注意事项： 

a.计划编号选择检核计划中新增的计划编号 

b.数据源一定要选择对应的数据库 

 

录入项说明： 

 

名称 说明 

计划编号 下拉选择检核计划页面中添加的有效状态的计划编号，无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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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名称 选择计划编号后，自动回填，无需维护 

执行频率 选择计划编号后自动回填，会根据不同的执行频率，设置具体的

执行时间，包括，一次性、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 

数据日期 选择计划编号后，当执行频率为一次性时，自动回填，可修改 

生效时间 默认为当前系统时间，如果生效时间等于当前系统时间时，该任

务会立即执行；如果生效时间小于当前系统时间时，该任务不会

执行；如果生效时间大于当前系统时间时，会在设定的时间点开

始执行 

失效时间 默认系统最大时间，设定失效时间后，任务会在失效时间截止，

不会在下次时间再执行 

检核系统 根据检核计划中添加的规则，自动回填检核系统，多条规则对应

多个业务系统时，分别显示多个业务系统；多个规则对应一个系

统时，显示一个业务系统 

数据源 下拉列表选择对应业务系统的数据源，在系统管理-数据源下统

一配置管理 

 

删除任务： 

只有结束和停用状态的任务才允许删除，删除任务的同时也会同时删除该任务的执行日志。 

取消任务： 

只能对“等待中”状态的任务可以进行取消，取消后，任务状态显示为“已取消”。 

 

日志查看：检核状态成功的规则才能在规则检核结果页面中查看最终执行的结果，明细状态

显示成功的，才能在规则检核结果中的明细字段中显示。 

 

重新执行：对于检核状态和明细状态为“失败，未知错误”的支持重新执行，其他状态的给

出相应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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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状态变更：对任务状态进行变更，只有启用的状态可以变更为停用，停用的可以变更为

启用，结束状态的不能启用也不能停用。 

 

6.4 质量分析报告 

6.4.1 规则检核结果 

1.功能描述 

规则检核结果是用于查看跑批规则的检核总数、成功率、失败率等具体的问题结果页面，

同时也可下载具体的明细文件信息，另外此模块也支持外部调度平台返回结果集，通过文件

批量的形式进行维护检核结果。 

2.操作步骤及说明 

输入屏幕及录入域说明 

1）用户通过点击左侧菜单“规则检核结果”打开规则检核结果页面，如下图所示： 

 

2）默认显示最新执行的一条检核计划 30天的结果 

名称 说明 

检核计划编号 默认显示最新执行的检核计划，下拉显示的检核成功的检核计划 

规则名称 检核的具体的规则名称，支持模糊、精准查询 

检核对象 具体检核的系统、库、表、字段，支持模板、精准查询 

检核任务类型 平台检核调度、外部调度 

日期控件 按照任务的执行时间进行查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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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查看问题明细图标”显示执行检核的明细 SQL 

 

#注意事项： 

问题明细 新增检核计划时选择了写明细数据，且检核成功时，可查看问题明细数据。 

 

6.4.2 专家评分卡 

1.功能描述 

该模块是通过线下专家进行评审，线上模型维护，主要用来定义评分卡打分依据，以

此作为量化评分的参考。该模块包含打分卡模型维护、设置维护的权重（百分比）以及分值

范围、分值阈值的设定三种，达到该模型的完整配置 

评分卡得分公式： 

 

其中: 

Sk，代表按照数据质量第 k个维度的数据质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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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代表第 i个数据质量规则的权重。 

代表该维度 k下的第 i个的数据质量规则的通过率 

n，代表该维度 k下数据质量规则的数量。 

2.操作步骤及说明   

专家评分卡->点击评分卡模型配置->点击新增->添加评分卡相关模型配置信息->保存->规则

打分->完成 

1）用户通过点击左侧菜单“专家评分卡”打开专家评分卡页面，未添加评分卡模型时首页

如下图所示： 

 

2）添加评分卡模型后，且包含的规则检核成功，显示如下： 

 

评分卡模型配置功能： 

1） 新增 点击评分卡模型配置按钮，跳转至评分卡模型配置列表页，点击页面中的“新增”

按钮，弹出如下新增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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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增内容，点击“保存”按钮，新增成功，新增成功后默认为停用状态 

录入项说明: 

名称 说明 

模型编号 系统自动生成，递增无需手动维护 

模型名称 根据实际情况输入符合业务场景的模型名称，便于理解 

模型描述 对模型的详细描述 

评分卡维度 维护的分值总和必须是百分之百 

评判标准 评分维度对应的下拉选项，评判的标准 

参考分值 输入的数值范围，例如“60-100” 

 

2） 规则打分 对于已启用的模型，进行规则的打分，点击“规则打分”按钮，如下： 

 

 

此处显示所有有效状态的规则，需全部进行打分，输入值域中的打分数，然后点击“保

存”按钮，打分成功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46 页 

 

 

 

打分后界面展示： 

 

 

3） 修改打分  已完成打分的规则可以点击“修改打分”按钮，重新修改打分，输入修改后

的分值，点击“保存”按钮，修改成功 

 

 

 

4） 修改  修改启用状态下的评分卡模型时，修改完成后会变更为停用状态。选择需要修改

的评分卡模型复选框，点击“修改”按钮，弹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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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输入修改内容，点击“保存”按钮，修改成功后为停用状态，如需重新启用，使用状态变更即可。 

 

5） 删除 只能删除停用状态的评分卡模型  

 

 

6） 状态变更  对评分模型的状态进行启用与停用的状态变更，启用状态的评分模型只能有

一个。 

 

6.4.3 规则结果分析图 

1.功能描述 

基于检核结果对某个检核计划在不同时间段内进行趋势分析，依检核系统、规则类型、

所属主题四个维度进行查看。 

2.操作步骤及说明 

用户通过点击左则菜单“规则结果分析图”打开规则结果分析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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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对于已启用模型的分析，检核计划的显示条件是须确保有检核结果，且计划中

如果有规则未打分，先进行打分,方可出结果图。 

 

6.4.4 数据质量报告 

1.功能描述 

该模块可根据对应的检核计划，生成该计划专题对应的月度、季度、年度的质量分

析报告，分为引用规则统计、执行规则统计、规则得分统计三个方面查看分析报告，通

过不同维度检核系统、标准主题、规则类型显示检核问题分布，便于用户更好的分析和

定位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2.操作步骤及说明 

用户点击左侧数据质量报告菜单节点，跳转至数据质量报告页面，默认显示最新检

核计划，启用状态的评分卡模型，报告类型的默认为月份，月份为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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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查询月份后，点击查询，入无对应信息显示为空，如有信息显示基本信息的查询结

果如下： 

 

 

 

注意事项： 

a.如果为月报，可选择具体的月份，默认为选中月份的报告，需要查看某月的即可直接选择 

b.如果为季报，可选四个季度，如果当月在某个季度内，则获取的位上个季度的报告. 

c.如果为年报，可选具体年份，如果为当年，则获取的是上一年的报告. 

d.获取的永远为报告类型中最后一次跑批的结果集.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50 页 

 

7 系统管理 

7.1 权限管理 

本章节描述权限体系的建立过程。 

系统采用 RBAC 通用权限模型，管理员可以创建用户、创建角色，对角色分配权限，

将用户与角色进行关联给用户赋予权限，本系统支持授权权控制。 

本章节涉及的主要功能包括：组织机构管理、用户管理、角色管理。 

 

7.1.1 组织机构管理 

1.功能描述 

组织机构可控制管理员的权限管理范围，机构可以是客户的分子公司也可以为部门，机

构管理功能节点可支持机构的定义及相关信息维护。 

 系统中的角色和用户均是属于某个组织机构； 

 某个组织机构的管理员，只能够管理本级及其下级机构的用户和角色。 

本功能描述如何在系统中创建和维护组织机构。 

定位到权限管理->组织机构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本功能可维护组织机构信息，用户

角色将隶属于组织机构。 

 

 

#注意事项：页面左侧以树形展示现有机构，右侧是操作页面。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添加机构： 

步骤 1：定位到【系统管理】->【权限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功能节点，在操作界

 面的左侧系统会列出机构树。如果需要建立某个机构的下级机构则用鼠标选中该机构；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51 页 

 

 

 

步骤 2：单击页面上方的【添加】按钮，系统会弹出【添加机构】页面； 

 

步骤 3：在【添加机构】页面中填写“机构编码”、“机构名称”和“机构简称”； 

 

 

步骤 4：选择【上级机构】，系统会自动将步骤 1中选中的机构作为默认值，如果不正

确则可以进行手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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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确认机构信息完整填写后，单击界面中的【保存】按钮，则机构创建完毕。 

 

修改机构： 

步骤 1：定位到【权限管理】->【组织机构管理】-> 在机构树中点击选择要修改的

 机构后 -> 点击修改按钮 -> 修改新信息后保存 -> 完成修改 

删除机构： 

a.机构为树状结构，顶级的根节点为系统预置，根节点的可以维护信息但是不能删除或建立平级机构； 

b.机构一旦创建，用户只能修改机构的信息，但机构编码和上级机构不允许修改； 

c.已经存在下级机构的机构不允许删除； 

d.已经存在用户的机构不允许删除，如需删除则需要先将该机构下的用户调转到其他机构； 

e.已经存在角色的机构不允许删除。 

 

 

7.1.2 角色管理 

1.功能描述 

角色是为完成某种特定的业务职能需要具备的权限范围，在系统中体现为一些和组织相

 关的功能以及数据权限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可以按客户的岗位设置情况来规划和定义

 角色。 

本系统采用 RBAC 权限控制模型，即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所有的用户都是通过关联角色来获取权限： 

 管理角色可以设置关联机构，即能够管理的机构范围； 

 角色可关联用户和菜单，即拥有该角色权限的用户和该角色可以访问的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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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可对角色进行添加、修改、删除及授权等操作，用户通过关联角色获取功能

权限、数据权限和页面权限。 

 

 

#注意事项：页面左侧显示当前用户有权操作的机构树，右侧以列表形式显示角色信息，

列表上方显示可以对 角色进行的操作。 

 

业务流 

角色管理

管理员

开始

创建角色

结束

角色关联用户 角色关联机构 角色关联菜单

 

 

#注意事项： 

A.角色关联用户：即将角色分配给用户的过程，可在角色中添加用户，也可在用户中添加角

色，达到的效果相同。 

B.角色关联机构：即设置角色可以操作的机构范围。主要是针对管理角色，即角色管理和用

户管理功能，如果该角色没有角色管理和用户管理功能权限，则无需对机构范围进行授权； 

C.角色关联菜单：指的是系统的功能菜单权限，在本系统中，报表可发布为功能，通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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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来控制报表的访问权限。 

 

1.操作步骤及说明 

1）添加角色 

定位到【权限管理】->【角色管理】页面，在机构树中选择要添加角色的一个机构，点击其

右侧的【添加角色】按钮，打开添加角色页面。 

 

 

2）角色授权 

定位到【权限管理】->【角色管理】页面，在角色列表中找到要授权的角色，点击【授权图

标】，打开授权页面。 

 

 

授权分为角色关联用户，角色关联机构，角色关联菜单。 

 

角色关联用户：点击授权图标->点击添加关联用户按钮->选中要授权的用户->点击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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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关联机构：在这里可以设置当前角色是否与其所属的机构相关联。关联后，该角色

拥有管理该机构及其子机构的权限。 

 

 

角色关联菜单：在这里可以给当前角色设置有权限访问的菜单。 

 

 

#注意事项： 

a.当角色有关联用户时，无法删除。可先清除其关联用户，再删除该角色； 

b.如果某个角色隶属于某机构，则该角色的机构授权的最大范围是当前机构及其所有下级机

构； 

c.用户可以同时关联多个角色，即该用户获得的权限范围是所有关联角色的功能权限、数据

权限、页面权限的并集。 

d.新增按钮权限：可针对菜单下功能界面的按钮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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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用户管理 

1.功能描述 

本功能可对用户进行创建、批量导入、启用\停用、授权和重置密码等操作，同时可将

用户与角色进行关联，以赋予用户权限，用户权限所拥有的权限是其所属全部角色的功能权

限、数据权限和页面权限的并集； 

在用户与有权限时效的角色相关联时，可设置权限时效，即该用户拥有该角色的有效期，

当时间超过权限时效的期限时，系统会自动去掉该角色与用户的关联。 

 

 

 

#注意事项：页面左侧显示机构树，右侧以列表形式显示用户信息，列表上方显示可以对用

户进行的操作。 

2.操作步骤及说明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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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管理员

开始

新建用户

结束

维护用户信息

用户关联角色

启用\停用

用户机构变更

 

 

相关术语说明： 

名称 解释 

新建用户 系统管理员按照需要在系统中添加新用户账号 

维护用户信息 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系统内用户的信息进行维护，例如：电话、邮箱等信息 

用户关联角色

（用户授权） 
将指定用户与系统中的角色进行关联，获取权限 

查询用户权限 可查询指定用户所具备的机构范围和功能权限 

用户调动即机构

变更 

指的是本系统中的某个用户因工作需要，从某个机构调动到另一个机构的过程，

由于用户在当前机构中已经对系统拥有一系列的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但新机构

中权限有可能会发生变更，所以在用户调动时应该清空当前所有权限，在新组织

中再进行重新授权，但是该用户的用户名口令不会发生变化，用户调动的操作一

般会由上级业务主管来进行操作 

启用/停用 
对于已经不再使用本系统的用户可进行停用处理，用户停用后则不能再登录本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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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用户： 点击添加->填写信息->保存完成 

步骤 1：定位到【权限管理】->【用户管理】页面，在机构树中点击选中要添加用户的

机构，之后点击右侧的【添加】按钮，打开添加用户页面。 

 

 

步骤 2：在【添加用户】界面，输入用户的“账号”，“姓名”，“密码”和“确认密

码”，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新用户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固定电话合法输入格式为以下 4种： 

 例：+86-010-12345678。其中加号后的“86”可以是 1-3位数字；“010”可以

是 3-4位数字；“12345678”可以是 7-8位数字’。 

 例：(86-010)12345678。其中括号里的“86”可以是 1-3位数字；“010”可以

是 3-4位数字；“1234567”可以是 7-8位数字。 

 例：010-12345678。其中“010”可以是 3-4位数字；“12345678”可以是 7-8

位数字。 

 例：12345678。其中“12345678”可以是 7-8位数字。 

2）用户授权：点击授权图标->点击添加关联角色->选中要关联的角色->点击保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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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用/停用 

 

停用：打开【系统管理】->【权限管理】->【用户管理】功能节点，在屏幕右侧列表中找到

需要停用的用户，点击【停用】按钮，系统会弹出提示，管理员确认后该用户即被置为停用

状态； 

 

 

启用：打开【系统管理】->【权限管理】->【用户管理】功能节点，在屏幕右侧列表中找到

需要启用的用户，点击【启用】按钮，系统会弹出提示，管理员确认后该用户即被置为启用

状态。 

 

 

4）用户机构变更 

步骤 1：定位到【权限管理】->【用户管理】页面，在用户列表中找到要做机构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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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其右侧的【机构变更】图标。 

 

 

步骤 2：打开机构变更页面。可以查看到当前用户的原机构。选择一个新的机构，点击

【保存】 

 

步骤 3：弹出确认对话框，警告提示：该用户一旦变更机构将失去当前所有权限，需要

在新机构中重新分配。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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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点击确定后返回用户列表，可以查看该用户的机构已经改变了。 

 

5）用户密码重置 

定位到用户管理->选择要密码重置的用户->点击右侧密码重置图标->修改完密码后点击保

存->完成 

 

#注意事项： 

a.系统提供了用户删除的功能，但不建议使用该功能，一旦用户被删除则该用户在系统

中的操作日志将无法查阅； 

b.新建用户默认是启用状态； 

c.用户一旦进行调动操作后，该用户之前的所有权限将被清除； 

d.机构的业务主管只能够将本机构或下级机构的用户调出； 

e.机构业务主管只能够将用户调往本机构或下级机构。 

 

 

7.2 日志管理 

1.功能描述 

本功能包含登录日志、访问日志、操作日志、删除日志。 

登录日志用于查看系统各用户的登录历史。 

访问日志用于查看用户对资源的访问记录，以便于监控用户行为。 

操作日志用于查看用户对功能点的操作记录，以便于监控用户行为。 

管理员可查看用户访问的功能节点，执行的操作，所操作的数据，例如：用户删除了哪些数

据、用户修改了哪些数据，查询这些数据修改前的原始记录。 

2.操作步骤及说明 

登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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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日志 

 

 

操作日志 

 

 

删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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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系统工具 

7.3.1 数据字典管理 

1.功能描述 

数据字典即客户自定义的参照码表，可用于数据授权控制。数据字典由字典类型和字典

构成，字典类型和字典均由用户创建。 

 字典类型维护 

 用户可添加字典类型； 

 字典类型属性包括：类型名称、类型编码和类型描述。 

 字典内容维护 

 用户可添加字典数据； 

 字典数据属性包括：名称、编码、上级名称和描述。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步骤 1：打开【系统管理】->【系统工具】->【数据字典管理】功能节点，系统会在屏

幕中间列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字典类型，在列表上方点击【添加数据】功能按钮，系统会打

开【添加数据】界面； 

步骤 2：在【添加数据】界面中，填写“类型名称”、“类型编码”和“类型描述”后，单

击【保存】按钮，系统会保存字典类型。 

 

 

#注意事项：  

a.类型编码和类型名称不能重复； 

b.数据字典类型中存在字典内容时不允许删除该类型； 

C.数据已被权限控制维度关联时,不能删除； 

D.如果数据字典要与 Smartbi关联，则添加类型编码时，需在前面加“PARAM.”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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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数据源管理 

1.功能描述 

本系统可对三种数据源进行管理配置，分别是报表工具类型、数据库类型、大型数据库

类型。报表工具类型主要是集成了 Cogons、Smartbi、润乾等多种第三方 BI 工具，并提供

系统自带 Birt报表。管理员可在此处定义本系统需要使用的 BI 报表数据源连接；数据库类

型主要集成了 MySQL、Oracle、DB2、Teradata 等数据库；大型数据库集成了华为 Hive，华

为 MPP，星环 Inceptor 等。 

本功能以 SmartBI 数据源为例进行说明。 

 

2.操作步骤及说明 

 

1）添加数据源 

步骤 1：打开【系统管理】->【系统工具】->【数据源管理】功能节点，系统会左侧菜

单树下展示当前系统支持的所有数据类型，选择【报表工具类型】->【smartbi】，在列表

上方点击【添加】功能按钮，系统会打开【添加数据】界面； 

 

 

步骤 2：在添加数据源界面中填写：“数据源名称”、 “数据源分类”、“用户名”、“密

码”、 “URL”和“描述”等信息后，选择“数据源类型”为“smartbi”，点击【保存】

按钮，系统会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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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a.数据源分类分为：通用、元数据、数据质量。默认选择通用，添加后适用于元数据、数据

质量、报表类数据源。 

b.数据源信息需相关人员提供正确信息，不能随意填写； 

c.如果数据源信息填写不正确，将无法在“报表资源”处同步资源。 

d.添加数据库类型或大数据型数据库类型时有测试连接功能，可先验证输入信息的正确性。 

如下图： 

 

 

7.4 菜单管理 

1.功能描述 

功能菜单又称为功能节点，一般是由系统资源发布为功能时由系统自动创建，系统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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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权限是通过菜单进行控制的； 

菜单为树状结构，存在上级菜单的功能节点为子节点，无上级菜单属性的功能节点为根

节点，菜单有如下三个类型： 

1）菜单目录：不存在实际功能，可在其子节点中挂接管理菜单或业务菜单，也可挂接

其他菜单目录。设置为菜单目录的菜单，会作为主菜单显示在界面顶端。不能配置 URL； 

2）管理菜单：具备管理功能的业务节点，一般由系统提供，一般供管理员使用（添加

菜单时 URL 需要相关人员提供，不能随意填写）； 

3）业务菜单：系统中的报表资源、界面资源、临时 SQL 报表可发布为功能，在发布为

功能时系统会将该功能自动注册为业务菜单。不能进行设置操作，只能查看。（URL

需要相关人员提供，不能随意填写）；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添加菜单：点击添加菜单->填写信息->保存 

 

步骤 1：打开【系统管理】->【菜单管理】功能节点，系统会在屏幕中间列出菜单目录

树，在目录树中选择需要添加菜单目录的节点，点击【添加菜单】功能按钮，系统会打

开【添加菜单】界面； 

 

 

 

步骤 2：在【添加菜单】界面中，录入“节点编码”、“节点名称”、“显示编码”，选择

菜单类型为“菜单目录”，选择“上级节点”后，点击【保存】按钮，菜单目录创建完成，

系统管理员即可在角色管理中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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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a.菜单目录是支持多层级的，即目录下可挂接目录，但在实际系统中不建议目录结构层

级过多； 

b.菜单类型如果选择“菜单目录”则保存后则不能够再进行更改； 

7.5 数据目录设置 

1.功能描述 

数据目录设置主要面对客户的元数据管理人员，需要以客户元数据管理对象的各个系

统为起点进行元数据采集的各项配置，因此第一级目录为业务系统，以“客户名称”为根节

点，分别建立了数据存储和数据转换两个节点，数据存储主要用于采集数据字典时添加挂载

点业务系统的维护，数据转换主要用于加工关系的采集，例如视图、存储过程、Perl 日志等。 

 

2.操作步骤及说明 

 选择左侧根节点“数据存储”>点击右侧“添加”按钮>保存新增成功 

（图 7.5.1-1、图 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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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5.1-1 

录入项说明： 

录入项名称 录入说明 

数据类型 根据当前所采集的业务系统的类型进行选择，默认为业务系统 

英文名 业务系统的英文名，保证唯一性 

中文名 根据当前所采集的业务系统自行命名，内容要通俗易懂 

属性 其余字段项为业务系统的属性，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图 7.5.1-2 

用户可以对业务系统的属性进行修改，选择数据存储节点>点击操作的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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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选择左侧业务系统节点>点击修改按钮 

 

#注意事项：如果删除业务系统或者库，会将该业务系统以及库所包含的数据字典以及加工

关系全部删除，因此需谨慎！ 

 

7.6 元模型管理 

在管理系统中，元模型是指元数据的模型，通过对数仓建设实施过程中各种数据实体的高

度抽象和提炼，建立一个通用的、可扩展模型容器，目的是在元数据管理过程中可灵活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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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各种数据库、数据模型设计工具、数据报表展示工具等，并可按照 MOF 的模型规则进行

模型对象的扩展。 

 

1.功能描述 

元模型管理是对元数据的定义，包括包、类、数据类型三种要素，按照数据存储类、数据

加工处理类、非数据存储和处理类划分第一级目录结构，第二级目录展开第一级元模型包的

子包，第三级展开子包下包含的类（classfier），数据类型（feature）作为右下页面的属

性列表展开。 

包是将类、数据类型组织成语义上相关联的分组，每个类、数据类型只能属于一个包，

包可以嵌套在其他包中，但只能嵌套在一个包内。元模型管理功能提供了浏览包、类、数据

类型，添加、删除和修改包、类、数据类型信息的功能。 

 包：是一个容器，它可以把元模型相关的类、数据类型按照特定的元数据来源分组 

 类：定义了元数据对象的类型。类自身具有属性，类之间具有关系，包括组合关系、依

赖关系和继承关系。 

 数据类型：是用来定义属性的，例如 Source 类的“描述”属性，其数据类型是文本型

的，这样元数据系统就可以识别出该如何向用户展示这个属性。 

2.操作步骤及说明 

交互区域说明 

由于元模型管理不只是作为元数据的模型管理，后续还会对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进行统

一配置管理，因此在系统管理菜单下；点击“元模型管理”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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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中最左侧的树把元模型涉及到的元素列出，便于查找。点击某个包后，例如，点击了

业务系统节点，在界面的右侧就列出了这个类相关的属性以及父类、子类、组合关系、被组

合关系，依赖关系、被依赖关系内容。 

 

元模型创建过程 

 

为了创建元模型，您需要先了解需要描述哪些元数据，如果这些元数据能归成一类，那

么您可创建包，再根据具体的元数据类型创建一些类，在创建类的时候，根据要描述的内容，

给类添加一系列的属性和关系，从而创建出元模型，创建流程如下： 

元模型创建流程

功
能

创建包

创建数据类型

（可选）
创建类

创建属性

（可选）

创建父类

（可选）

创建组合关系

（可选）

创建依赖关系

（可选）

结束

开始

 

 

76.1 包管理 

在元模型树中点击包，展示包的操作页面，对其子包的操作，包括子包信息的添加、修改、

删除，包中的类和数据类型的管理，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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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点击‘添加子包’，页面如下图所示，输入包英文名、包名和描述，其中包英文名、包名

是必须填写的，填写完后，点击保存，为元模型树的包添加子包。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包英文名 定义包的英文名称保证唯一性，可输入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字

符 

包中文名称 定义包的中文名称可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包描述 可对包添加描述信息，输入类型不限，长度 1-120 个字符 

保存 保存新增内容，点击关闭当前窗口，返回列表页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73 页 

 

取消 取消新增内容，点击关闭当前窗口，返回列表页 

 

 

删除包： 

a.如该包下无任何类时，可进行删除 

b.如该包下有类或者关系时，不允许删除 

 

7.6.2 类管理 

 

添加类： 

 

元模型管理->选中数据存储包->选择类基本信息->点击添加类->填写信息->保存完成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类英文名 定义类的英文名称，保证唯一性，可输入字母、数字下划线 1-20 个字符 

类中文名称 定义类的中文名称可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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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抽象类 如果一个类中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来描绘一个具体的对象，这样的类就是抽象类，而正是

因为抽象的概念在问题领域没有对应的具体概念，所以用以表征抽象概念的抽象类是不能

够实例化的 

显示图标 默认信息，不建议修改 

类描述 可对类添加描述信息，输入类型不限，长度 1-120 个字符 

 

删除类： 

a.如该类也被继承或产生了组合、依赖关系时不允许删除 

b.如该类被实例化（采集了相应的元数据时）不允许删除 

 

7.6.3 属性 

选择左侧的类节点，点击‘添加属性’按钮，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录入项说明: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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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英文名 不可编辑默认当前添加属性的类英文名 

属性英文名 英文名保证唯一性，可输入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字符 

属性中文名 定义中文名称，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字符 

继承性 选择“public”时该属性可被子类继承；选择“private”不可继承 

数据类型 选择当前属性的数据类型 

编辑控件 级联选项，根据数据类型显示对应的控件 

长度 定义属性的可输入的长度，例如数据类型为字符时，长度为 120,，

表示该属性可输入内容长度为 120 个字符 

精度 定义属性小数点后可输入内容的长度，例如 2，是小数点后两位数 

最大值 定义属性可输入的最大值，例如数据类型为整型时，输入“9” 表

示该属性可输入最大值为“9” 

最小值 定义属性可输入的最小值，例如数据类型为整型时，输入“1”表示

该属性可输入最小值为“1” 

 

删除属性： 

1、 只允许删除本类的属性，继承父类的属性不允许删除 

2、 如该类进行了实例化时，不允许删除 

 

7.6.4 父类： 

在【父类】中，点击‘添加父类’，输入父类英文名，其中父类英文名为必须填写的，

点击‘保存’，保存父类信息，其页面图如下所示。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类英文名 不可修改，默认显示当前类英文名 

类中文名 不可修改，默认显示当前类中文名 

父类中文名 通过目录树，选择需要添加的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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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父类： 

a.当前类未被实例化时，可删除父子关系 

  b.当前类被实例化时，不可删除父子关系 

 

7.6.5 类的子类： 

子类只提供列表浏览，显示当前类的子类 

 

7.6.6 组合关系 

 

 

添加组合关系： 

在【组合关系】中，点击‘添加组合关系’，显示界面如下所示，输入关系名称、组合端、

被组合端和描述，其中组合端名称不可编辑自动生成，组合端名称无需手动输入会根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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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组合段自动生成组合关系名，点击‘保存’，保存添加的组合关系。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组合关系名 无需手动收入，根据被组合端内容，自动生成 

组合端 不可修改，默认显示当前类中文名 

被组合端 通过目录树，选择需要添加的组合端节点 

描述 输入类型不限，可输入 1-120 字符 

 

 

删除组合关系： 

在【组合关系】中，点击‘删除组合关系’，如果未选择组合关系，则提示‘请选择记录’，

否则提示‘是否确认删除组合关系？’，选择‘是’，则删除组合关系。 

注意事项：被实例化不允许删除 

7.6.7 被组合关系 

类的被组合关系提供浏览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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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依赖关系： 

在【依赖关系】中，点击‘添加依赖关系’，显示界面如下所示，输入依赖端角色、被依

赖端、被依赖端角色和描述，其中被依赖端为必须填写的，依赖端默认不可编辑，依赖关系

名根据选择的被依赖段自动生成，点击‘保存’，保存添加的依赖关系。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依赖关系名 无需手动收入，根据被依赖端内容，自动生成 

依赖端 不可修改，默认显示当前类中文名 

依赖端角色 对依赖端定义的别名 

被依赖端 通过目录树，选择需要添加的组合端节点 

被依赖端角色 对被依赖端定义的别名 

描述 输入类型不限，可输入 1-120 字符 

修改 被实例化不允许修改 

 

删除依赖关系： 

在【依赖关系】中，点击‘删除依赖关系’，如果未选择组合关系，则提示‘请选择记

录’，否则提示‘是否确认删除依赖关系？’，选择‘是’，则删除依赖关系。 

 

#注意事项：被实例化不允许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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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被依赖关系 

类的被依赖关系只提供浏览列表页。 

 

 

 

7.6.10 数据类型管理 

在元模型树中选择数据类型包，展示与数据类型相关的信息。对数据类型的管理包括基本

信息、枚举管理。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数据类型： 

点击‘添加数据类型’，输入数据类型英文名、数据类型名、是否内置、是否枚举类型、

枚举英文名和描述，其中数据类型英文名、数据类型名和枚举英文名为必须填写的，是否内

置和是否枚举类型为不可编辑的，取默认值，点击‘保存’，保存数据类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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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数据类型英文名 定义数据类型的英文名称，保证唯一性，可输入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数据类型中文名 定义数据类型的中文名称可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枚举项中文名 通过目录树，选择需添加的枚举项 

是否枚举 系统默认为是 

是否内置 系统初始化数据自带值为“是”，手动添加的默认为“否” 

数据类型描述 可对数据类型添加描述信息，输入类型不限，长度 1-120 个字符 

 

删除数据类型： 

点击‘删除数据类型’，如果未选择数据类型，则提示‘请选择数据类型’，否则提示

‘确认删除数据类型吗？’，选择‘是’，该类型删除 

 

#注意事项：该数据类型被属性应用后，不允许删除 

 

 

7.6.11 枚举管理： 

点击‘枚举管理’->‘添加枚举’，其页面如下图所示，输入枚举英文名、枚举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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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和描述，其中枚举英文名是必须填写的，点击‘保存’，保存添加的枚举类型。 

 

录入项 录入项说明 

枚举英文名 定义枚举的英文名称，保证唯一性，可输入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枚举中文名 定义枚举的中文名称可输入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1-20 个字符 

是否内置 系统初始化数据自带值为“是”，手动添加的默认为“否” 

枚举描述 可对枚举添加描述信息，输入类型不限，长度 1-120 个字符 

 

删除枚举： 

点击‘枚举管理’->‘删除枚举’，如果未选中枚举信息，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

提示‘是否确认删除枚举？’，点击‘是’后，删除枚举。 

#注意事项：被引用的枚举不允许删除 

 

维护枚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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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维护枚举项图标’，选择某一枚举操作中的“枚举项管理”可对枚举项进行添加、修

改、删除的操作。 

 

7.7 流程管理 

工作流是针对工作中具有固定程序的常规活动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通过将工作活动分解

定义良好的任务、过程、角色和规则来进行执行和监控，达到提高生产组织水平和工作效率

的目的。 

 工作流模块主要服务于具有常规流程性质的业务，并提供了流程设计类功能（诸如单据

注册、流程定义等），流程运行时功能（流程监控、待办任务等）和审计查询类功能（流程

历史、我的流程等）。 

流程管理具体配置的说明，见附录 标准审批流程配置说明 

7.7.1 单据注册 

1.功能描述 

单据是业务信息的载体，是流程启动的入口，单据注册功能中的单据指的是实际中的业

务单据模板，本功能旨在对单据模板进行统一的管理。 

通过将单据模板和模板内参数的相关信息注册到平台的工作流系统中，我们可以在流程

定义中为流程模板挂载对应的单据模板，并在流程模板中取出对应参数名作为流程分支的条

件。 

单据需要配合相关流程业务开发人员进行制作。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步骤 1：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单据注册】，系统列出当前已注册的单

据模板，左侧是流程分类树，右侧为单据模板列表。点击【分类管理】->【新建类型】，新

建单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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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分类后点击【保存】 

选中某个分类，点击列表页面上方的【新增】按钮，打开单据模板添加页面。 

 

 

#注意事项 : 此处的分类树和下一章节流程定义中的分类树是统一的，均指流程分类。即单

据和流程模板的统一分类。 

 

步骤 2：在单据模板添加界面中，填写单据编码、单据名称、单据的 URL等信息。如果

单据模板中的某些变量将来会被用作流程运转过程中的条件，则应同时把单据变量的信息也

注册进来。其中单据编码、单据名称、单据 URL为必输项，参数名、参数显示名称和描述信

息为非必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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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此处 URL 需要找相关开发人员配合，不能随意填写。 

 

7.7.2 流程定义 

1.功能描述 

流程定义提供了对流程模板的新增、删除、修改、部署等操作。 

流程模板是业务规则的载体，模板中定义了流程的编码、名称、单据模板、各节点用户

任务、审批人、审批规则等一系列的流程相关配置，是流程定义阶段中最重要的内容。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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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程类型

开始

打开流程设计器

配置流程属性

配置节点任务

配置网关和条件（如果有）

保存

结束

部署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新增流程： 

 

步骤 1：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流程定义】，左侧为流程分类树，右侧

为流程模板列表，选择一个分类，点击右侧界面上方的【新增】，打开流程设计器。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产品使用手册 

中软国际版权所有                     第 186 页 

 

 

 

步骤 2：在打开的流程设计器界面中，  

流程设计器左侧顶部的三个按钮依次为【保存】、【撤销】、【恢复】。 

整个设计器主要分为三部分，从左到右分别为：流程元素面板，流程画布，流程属性 

流程元素面板： 

主要包含任务和网关两部分，当前任务默认为用户任务，网关分为并行网关和排他网关。

排他网关用来在流程中实现决策，当流程执行到排他网关时，所有数据就会被执行一遍，满

足条件的就会让流程继续运行；并行网关允许将流程分成多条分支，也可以把多条分支汇聚

成一条。（分支：经过并行网关的所有流，都会并行执行；汇聚：等所有流都到达并行网关

之后，流程才会通过并行网关。）并行网关，没有条件判断。流程通过网关之后，有几条分

支，就会有几个执行对象同时执行。 

 

#注意事项：排他网关只会选择一条满足条件的执行，并行网关必须成对使用，有分支也有

汇聚。 

 

画布：用于绘制流程节点以及流程走向。 

流程属性： 

 该部分包括流程属性面板，用于给流程设置一些全局属性；节点属性面板用于给每

个任务节点设置属性。画布的空白区域点击右键选择【属性】，设置流程属性，点击任务右

键选择【属性】，设置节点属性，下面对这些属性做出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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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该部分包括流程属性面板，用于给流程设置一些全局属性；节点属性面板用于

给每个任务节点设置属性。画布的空白区域点击右键选择【属性】，设置流程属性，点击任

务右键选择【属性】，设置节点属性。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流程分类 
必输项，流程的类别，流程的新建基于流程分类，所以在新建之前就选好分类，

这里不可修改 

流程编码 

必输项，流程的唯一标识，不可重复，填写规则必须符合 NCName 规范，即，

以字母或下划线 (_) 字符开头，后接 XML 规范中允许的任意字母、数字、

重音字符、变音符号、句点 (.)、连字符 (-) 和下划线 (_) 的组合（不包含冒

号 (:)）； 

流程名称 必输项，流程的名称，可随意填写（部署之后不可更改） 

默认单据 必输项，选择发起该流程时需要填写的对应单据； 

备注 非必输项，备注流程相关事宜；  

 

步骤 3：在左侧栏的任务一栏里拖拽用户任务到画布上，就生成了一个用户任务节点，

在这个节点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右侧会打开此节点的属性配置面板。 

用户任务属性配置面板包含节点属性、用户配置和会签属性等三个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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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属性： 

 

属性 说明 

节点编码 当前节点的编码，同一个流程中编码不能重复； 

任务名称 当前节点的名称 

通知处理人 当流程运行到当前节点时以发送系统消息的方式通知处理人 

超时时间 
和处理方式结合使用，表示当前节点任务超过规定时间时，以何种规则来处理

当前节点 

处理方式 和超时时间结合使用 

扩展事件 流程提供的当前节点的额外事件 

用户配置 配置当前节点的审批人 

用户类型 节点用户的分类，可选用户和角色。最终对应到具体的用户上 

 

 

 操作类型 

 新增：根据用户类型打开用户选择窗口。 

 删除：删除已选择的用户。 

 用户预览：已表格形式查看用户的详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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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签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启用会签 是否在当前节点启用会签属性 

顺序 配置的用户按顺序进行审批 

并行 同一时间内所有配置的用户都可审批 

会签规则 节点审批通过的规则 

 

 

 

步骤 4：将配置好的节点按照业务执行顺序连接，具体操作为，在节点未选中的情况下，

点击节点上下左右任意一个绿点，按住不放拖至下一个节点的绿点处。按照上述操作依次将

各个节点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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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可选）：如果某个节点需要上一级的各节点都审批完成后才开始，则可以在此

节点前设置一个并行网关；如下图： 

 

 

 

注意事项：如果某个节点审批完成后后续有多个节点需要根据条件走对应分支上的节点，则可以在此

节点后设置一个排它网关。如下图：

 

 

排它网关可以在它的连线上设置条件，鼠标右键点击连线【属性】，打开连线属性设

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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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属性： 

属性 说明 

分支编码 条件分支的编码 

分支名称 条件的名称 

单据类型 流程的单据类型 

变量名称 下拉列表，列表内容为单据注册时所填写的变量名称 

表达式 分支的条件表达式，遵循 UEL 表达式规范 

 

 

步骤 6：流程定义配置完成后点击页面左上角的【保存】按钮保存整个流程定义。 

步骤 7：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流程定义】，选择刚才创建好的流程，

点击右侧操作，选择【部署】，点击确认部署当前流程。 

 

修改流程： 

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流程定义，选择一个流程，点击右侧操作下拉列表中的【定

制】会打开流程设计器并还原选中的流程定义。重新定义的流程需要重新部署才能使用，更

改之前的流程定义不再使用（正在执行中的流程除外）。 

 

删除流程： 

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流程定义】，选择一个流程，点击右侧的操作下

拉列表，在列表中点击【删除】按钮，系统会提示是否确认删除当前的流程定义，点击确认

即可删除。如需同时删除多个流程，请以此勾选行首的复选框，然后点击列表上的【删除】

按钮以实现批量删除。仅允许删除没有产生任何历史的流程定义。 

 

 

7.7.3 流程监控 

 

1.功能描述 

管理员可在流程监控节点下查看系统当前所有正在运行中的流程，并可干预执行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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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向。 

界面为表格形式的执行中流程实例列表，管理员可对任意一流程实例进行手工干预，如

通过、拒绝或驳回发起人等，避免因岗位或人事变动造成流程运转停滞的尴尬状况。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打开【系统管理】->【流程管理】->【流程监控】，系统会打开执行中流程实例列表。 

 

 

 

 

#注意事项： 

a.非 admin 管理员只能查看流程监控详情 

b.系统管理员 admin 可办理功能，可强制干预流程走向 

 

7.7.4 流程历史 

管理员或审计人员可通过此节点查看系统内所有已结束的流程实例的历史信息。 

 

7.8 审批流程管理 

7.8.1 我的流程 

1.功能描述 

我的流程提供用户查看所有由自己发起的流程的功能。 

在我的流程里，用户可以查看所有自己发起的流程，并能在流程尚未被审批的情况下撤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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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流程请求。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步骤 1：打开【审批流程管理】->【我的流程】，系统会列出所有发起人为当前登录用

户的流程（包含未结束的和已结束的）。 

步骤 2：点击查看，可查看详细信息，页面同待办事务。 

 

 

步骤 3：如果一个流程还未产生审批记录（不包括发起人节点的记录），则用户可选择

撤回此流程，撤回操作会结束当前的流程实例。 

 

 

7.8.2 待办事项 

1.功能描述 

待办事务是工作流模块的员工部分，可办理和查看待当前用户办理的流程。 

 

2.操作步骤及说明 

步骤 1：打开【审批流程管理】->【待办事务】，系统会列出所有审批人为当前登录用

户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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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点击【办理】，进入详情页，在详情页可以审查发起人提交的业务单据，流程

的审批记录等信息。 

 

 

步骤 3：办理历史下是当前实例的审批记录，审批记录下是可以对当前流程实例进行的

操作。 

 同意：当前实例走向下一个节点。 

 不同意：当前流程实例结束。 

 驳回发起人：当前流程跳转到发起人节点。 

 驳回上一节点：当前流程回退到上一审批节点。 

 

 

7.8.3 流程处理场景 

场景:管理员新建一个流程定义并部署，普通业务人员在事务处理菜单下点击发起流程，可

以发起流程，创建流程实例。节点处理人收到代办任务后处理流程，直至流程结束。 

管理员：新建一个流程定义并部署。新建流程定义之前必须新建单据分类，并注册单据，

因为新建流程定义时，流程必须有对应的所属单据类型。流程定义后，部署流程，普通用户

即可发起该流程。 

1． 新建单据分类：单据是业务信息的载体，是流程启动的入口，建立单据分类对单据进行

管理，例：报销类、请假类。  

单据注册：单据注册功能中的单据指的是实际中的业务单据模板。 

点击【流程管理】->【单据注册】->【分类管理】，新建单据分类，保存单据，返回【单

据注册】页面，选中某一分类，点击【新增】，具体步骤参照流程管理下的单据注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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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步骤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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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流程定义：定义流程的编码、名称、单据模板、各节点用户任务、审批人、审批规

则等一系列的流程相关配置，是流程定义阶段中最重要的内容。 

点击【流程管理】->【流程定义】，在流程分类下选中一个流程分类，点击右侧【新增】，

打开流程设计器页面，完成流程设计，点击保存，具体步骤参照流程定义操作步骤及说

明，新增后点击流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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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点击默认单据下拉列表，选择当前流程绑定的业务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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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该任务配置的用户，就是当前节点的处理人。 

 

 

3.  发起流程：发起流程实例的入口页面。 

  该单据页面由客户方自主研发，但是考虑到门户的完整性，做了一个简单的 Demo 样例，

需要管理人员在【事务处理】下新建一个【发起流程】的菜单节点，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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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参考 5.4 菜单管理操作步骤及说明。 

注意事项：配置菜单类型为业务菜单，URL为：workflow/process/listPro.d 

 

1.  把该节点权限授权给业务人员。具体步骤参照场用户管理进行授权 

 

普通用户：用户登录系统，选择“通用请假流程”，填写单据内容，发起流程。 

 

1.点击【事务处理】->【发起流程】，左侧列表展示当前系统内所有已部署的流程，选中某

一流程，点击右边【发起】按钮，填写流程单据，填写完后点击“发起”。 

 

注：【发起流程】功能按钮为客户方自主研发，此处为例子。 

 

2.  用户可在“我的流程”中查看自己发起的流程的运行状态，若流程还没有经过审批人审

批，则发起人可选择“撤回”，撤回发起的流程。 

 

业务员：业务员登录系统，在“消息”中可查看到待办流程的消息通知，查看当前待办的

流程事务，完成流程的审批工作。 

1.   查看待办事务：办理和查看待当前用户办理的流程。 

点击【员工办公】->【事务处理】->【代办事务】，在右侧列表中可看到当前用户的待

处理流程，也可点击右上角的下拉箭头，在下拉框中点击【消息】，查看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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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代办流程，点击流程右边的【办理】按钮，进入流程办理页面。填写审批意见，选择审

批结果。（若当前节点不是并行节点或者会签节点，选择“同意”，流程流向下一节点，选

择“不同意”，流程直接结束，选择“驳回发起人”，则流程打回到发起人，需要发起人重

新发起流程，还可以“驳回到上一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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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业务员可以审批流程之外，系统管理员可在【流程监控】节点下查看系统当前所有正

在运行中的流程，并可干预执行中流程的走向。 

流程管理：管理员可在流程监控节点下查看系统当前所有正在运行中的流程，并可干预执行

中流程的走向。 

管理员用户可在【流程管理】->【流程监控】下查看当前系统中所有正在运行中的流程

实例，也可对当前流程进行办理。 

 

流程历史：管理员可通过此节点查看系统内所有已结束的流程实例的历史信息。 

管理员用户可在【流程管理】->【流程历史】下查看当前系统中所有已结束的流程实例，点

击【多条件查询】还可以按照条件进行流程历史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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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大数据采集器使用简介 

前提概要： 

大数据采集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华为 Hive 采集器、华为 MPP 采集器、

星环 Inceptor 采集器、CDH 采集器。 

有些大数据平台，因为会有安全模式和非安全模式，所以，在这两种模式下，

数据源的配置会稍有不同。 

 

使用： 

下面以华为 Hive 采集器的数据源配置为例，介绍下大数据数据源配置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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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数据源时候，首先选中如上图所示的节点，在该节点下添加。如果没有

上述关于大数据类型的节点，则须在系统码表中维护，当然，这个维护工作一般

是由部署人员完成的。 

 

点击添加按钮进去添加界面后，可以看到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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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标注的三个地方，都是初始化的数据，不需要在界面上更改，如果数

据不合适，则需要在系统库表中重新初始化。 

用户名和密码是登录大数据平台的凭证，需要在平台上申请，并正确填写。

Ip 地址是 hive 集群的节点 ip，格式按照如下：host:port,host:port，多个以逗号隔

开，如：192.168.120.23:24002,192.168.120.24:24002。端口号就是访问平台时的

端口号，例如，华为 hive 一般是 24002，星环 Inceptor 一般是 10000。URL 是最

重要的一个属性，各个平台的格式不尽相同，下面我以表格形式展示下格式要求。 

平台名

称： 

URL： 备注： 

华为

Hive 

jdbc:hive2://192.168.120.23:24002,192.168.120.24:24

002/;serviceDiscoveryMode=zooKeeper;zooKeeperNam

espace=hiveserver2;auth=none 

非

Kerberos 验

证 

华为

Hive 

jdbc:hive2://192.168.120.23:24002,192.168.120.24:24

002/;serviceDiscoveryMode=zooKeeper;zooKeeperNam

espace=hiveserver2;auth=KERBEROS;principal=hive/h

adoop.hadoop.com@HADOOP.COM 

Kerberos

验证 

星环

Inceptor 

jdbc:hive2://192.168.120.23:24002,192.168.120.24:24

002/default 

非

Kerberos 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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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

Inceptor 

jdbc:hive2://192.168.120.23:24002,192.168.120.24:24

002/default;principal=hive/node@TDH;authentication=k

erberos;kuser=user_principal;keytab=user.keytab_path;k

rb5conf=krb5.conf_path 

Kerberos

验 证 。

user.keytab_

path 和

krb5.conf_p

ath 分别是

两个文件的

绝对路径。

Principal 和

user_princip

al 需要根据

平台配置信

息填写。 

华为

MPP 

jdbc:postgresql://192.168.120:25308/postgres 该连接建

立 和

postgreSQL

关系型数据

库建立连接

方式一样 

CDH  暂时不提

供数据源配

置 

 

 

在上述各个适配器数据源配置中： 

华为 MPP 与关系型数据库配置类似。 

 

华为 hive 如果需要连接的平台是安全模式，需要配置 Kerberos 相关安全秘

钥文件的路径。华为 hive 需要在页面上的输入框中输入路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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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 Hive 用户，并获取 keytab 文件，包括”user.keytab”和”krb5.conf”两

个文件，例如，新建一个 hiverole 角色，对其赋予 Yarn 的 default 队列的 Submit

及 Admin 权限，新建一个用户 hiveuser，此用户必须归属于 hive 用户组，并绑

定 hiverole 角色。 

华为 hive 有一个配置文件：core-site.xml，可以通过下载客户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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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件一定要放在资源文件目录下，在采集器的 jar、检核器的 jar 和 war

包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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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 Inceptor 的安全模式连接的 kerberos 验证直接在 url 中可完成，按照上

述表单页面提示正确填写 url 即可。Url 格式如下图解释。 

 

 

标准审批流程配置说明 

1、注册单据 

在流程管理目录下，找到单据注册功能菜单 

 

图 1-1 

1）在分类管理创建单据分类； 

2）点击创建好的分类，点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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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填写单据编码、单据名称、url; 

其中 url 为 /standard/standardManager/queryForm.d 

目前标准流程不支持变量，故不能添加变量; 

3）保存该单据; 

2、定义流程 

在流程管理目录下，找到流程定义功能菜单，找到之前创建的流程分类，点击新增，进

入图 1-4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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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在图 1-4 中设计流程，可以点击用户任务拖拽到流程设计器中，如图 1-5 

 

图 1-5 

各个节点之间，可以动过鼠标点击边缘绿点处，拖拽进行连线；如图 1-6 

 

图 1-6 

在设计器中空白处鼠标点击左键，点击属性，弹出流程属性面板，如图 1-7， 

 

图 1-7 

可以在流程控制面板中，修改流程编码、流程名称，其中流程编码需要符合一定填写规范。

不建议修改；添加默认单据，即选择之前注册过的单据；备注为非必填项。填写完。鼠标选

中用户任务节点点击左键，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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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然后点击左键，点击属性，出现流程节点配置，如图 1-9 

 

图 1-9 

填写任务名称；扩展事件：com.gdsp.platform.workflow.helper.listener.NodifyTaskListener(目前

对于标准来说，必填) 

点击用户配置，配置用户信息；标准暂时不支持会签，因此不需要对会签属性进行配置； 

同理 ，对其他用户任务进行配置。配置完，点击保存按钮，图 1-10，保存流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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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3、流程部署 

选中已定义好的流程，点击操作，弹出相应的操作，如图 1-11 

 

图 1-11 

点击部署。 

4、保存流程编码 

复制已部署的流程编码，在系统工具下的数据字典中找到类型名称为流程部署编码，点击操

作，出现如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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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点击维护，弹出数据维护页面，如图 1-13 

 

图 1-13 

点击修改，将之前已发布的流程编码，维护起来； 

5、开启流程 

同样在数据字典中找到类型名称为是否开启审批流；修改编码为 ON；然后保存； 

此时在数据标准目录下的标准维护可以看到：申请发布，申请废止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