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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本章节简要地说明北京数语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Datablau 数据建模工具用

户使用手册》（以下简称本手册）的编写目的、读者群体、内容范围、名词解释、参考文档

和编写规范。 

1. 编写目的 

 为了帮助用户快速入门和使用 Datablau数据建模工具（以下简称 DDM），熟悉产品功能，

特编写本手册供使用者参考，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与数语科技

（以下简称 Datablau）取得联系。 

2. 读者群体 

 本手册主要面向数据建模工具的使用者、业务人员、开发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

人员。 

3. 内容范围 

 本手册的内容主要是为使用者提供数据建模工具各项功能的介绍及其详细地操作步骤

和说明，若您要了解平台的部署架构、软硬件部署需求以及系统运行维护等内容，请参考本

平台的《数据科技 DDM 服务端部署手册》、《数语科技产品部署环境需求文档》和《数语科技

DDM服务端运维手册》等。 

4. 名词解释 

名词 释义 

Datablau 北京数语科技有限公司 

DDM Datablau Data Modeler 数据建模工具 

 

5. 参考文档 

无 

6. 编写规范 

 【】  实心方头括号的内容表示功能菜单，例如【新建模型】、【数据标准】等； 

 “”  中文引号中的内容表示外来输入数据，例如“测试用户”、“模型管理员”等； 

 注意  仿宋加粗斜体“注意”，表示本手册中的特别注意的地方，需要使用者着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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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指引 

1. 产品概述 

DDM（Datablau Data Modeler）是国内首创的专业建模工具，是 Datablau数据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前 ERwin 全球研发团队倾心打造。传统建模工具主要面向设计，而

DDM更创新的融合数据治理的理念，把数据治理推进到开发流程中，进行开发态的源头治理，

解决了标准落地的难题，从根本上控制企业增量的数据质量问题。 

DDM 数据建模工具使组织能够通过基于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的直观式图形化工具发现、

设 计、可视化、标准化并部署企业数据。通过集成的概念、逻辑和物理模型将业务和数据

资产的技术视图相结合，从而为整个企业的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提供详细的基础。可

以打破技术和组织孤岛、部署可重复使用的设计和分析标准并管理数据建模和定义流程，使

组织能够降低数据管理成本、优化创新。 

2. 指引概述 

依据不用的用户权限，使用者能够在本工具和平台中完成以下工作： 

 模型的可视化设计，提供模型的 WEB端浏览 

 连接模型库后实现数据模型的签入、签出 

 实现数据标准，代码以及命名规范的应用 

 提供数据模型中数据标准的应用情况，供数据管理平台统计模型中标准的应用统计 

 获取数据管理平台的公共数据标准，标准代码，命名规范并供客户端同步 

3. 运行环境 

环境名称 环境要求 备注 

操作系统 Windows7/8/8.1/10 64位或 32位系统 

处理器 推荐使用 Intel i5及以上处理器  

内存 推荐使用高于 8GB  

硬盘 推荐高于 120GB  

软件 Java环境 
如果需要本地逆向数据

库，则需要 Java1.8环境 

 

注意：Windows7 操作系统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4.5。 

4. 快速安装 

1. 双 击 运 行 DDMClientSetup.msi 安 装 包 文 件 （ 32 位 操 作 系 统 请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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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ClientSetup_x86.msi 文件），进入安装界面，选择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

按钮。 

 

 

2. DDM正在安装中。 

 
 

3.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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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激活 

在开始菜单中找到“Datablau Data Modeler”或者点击桌面快捷方式 图标，启动应

用程序进入产品激活页面。 

5.1 固定 MAC 地址激活 

在弹出的【激活证书】对话框中，点击【导入 License】按钮。 

 

注意：导入 License 文件的存放在客户端本机%localappdata%/Datablau/DDM 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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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Floating License 激活 

在弹出的【激活证书】对话框中输入 DDM License Server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点

击【连接】按钮（租借模式还需要填写租借时长）。 

 

实时模式和租借模式的区别： 

◼ 实时模式：关闭 DDM程序后自动归还 License资源。 

◼ 租借模式：到期后才会释放 License资源，提前归还需要手动关闭。 

 

注意：点击【连接】按钮时，若提示已经最大激活时，请与 License 管理员取得联系，

也建议所有用户在不使用 DDM客户端的时候，关闭客户端释放 License资格。 

6. 产品主界面 

模型工具界面主要由模型库登录入口、模型地址栏、菜单栏、工具栏、模型树、模型设

计区、导航栏、模型设计区、数据标准和模型库搜索栏、状态栏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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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主界面右上角的 标志，可以查看当前 DDM数据建模工具的版本信息。 

 

7. 初始化 

7.1 语言选择 

DDM客户端安装完成并激活后，进入产品主界面默认语言为简体中文，如您有英文使用

习惯，可在 DDM客户端【开始】菜单的工具栏中点击【选项】按钮，在常规设置项的语言中

选择【English】，点击【确定】按钮后重启 DDM客户端即可将语言切换为英文。 

7.2 登录模型库 

第一次启动 DDM 客户端程序建议您首先登录模型库进行数据库初始化操作，点击页面

右上角的【未登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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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切换到【模型库】菜单栏，点击【连接】按钮。 

 
 此时页面会弹出模型库登录对话框，点击如图中标记位置的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模型库服务器、应用名称（默认 ddm）、端口（默认 18080）、用

户名和密码等信息，具体的用户名和密码您可以询问系统管理员，上述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连接】按钮，即可登录模型库。 

 

 模型库登录成功后，主界面右上角的【未登录】按钮处将会显示当前已用户的姓名，当

然服务器端的数据标准、标准代码和业务术语（命名词典）会同步到客户端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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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库建模基础 

1. 新建模型 

1.1 正向建模 

DDM目前支持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建模，其中物理模型又分和关系型数据模型和非关系

型数据模型，支持的关系型数据库类型有 MariaDB、DB2、Gauss DB、GBase、SAP HANA、

MaxCompute、MySQL、 Oracle、Postgre SQL、SQLServer和 Teradata等，支持的非关系型

数据库有 Cassandra、HIVE和 Mongo DB等。 

点击【开始】菜单栏中的【新建】按钮，弹出【新建模型】类型选择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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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好目标模型后，点击【确定】按钮，在模型树上会创建一个新的模型，下面就可以

在模型中添加表/实体、字段/属性等元素，本手册后面会详细地进行介绍。 

 另外除了正向建模外，还有其它形式塑造模型，本手册后面也会有详细地介绍。 

 

1.2 打开数据视图 

在左侧模型树上右键，选择【打开数据视图】选项，即可快速打开本模型，右侧模型设

计区会展示当前模型某主题域的 E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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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存模型 

DDM的模型保存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开始】菜单中的【保存/另存为】按钮实现将模

型保存/另存到本地。另一种是在【模型库】菜单中点击【保存/另存为】按钮将模型保存/

另存到模型库中，关于模型库功能更详细的功能，本手册的模型库章节会做出介绍。 

 

   
 

 本地保存除了借助菜单栏中的【保存/另存为】按钮实现之外，也可以直接在左侧模型

树的目标模型上右键，在弹出的功能功能中选择【保存/另存为】项，或者借助 Ctrt+S快捷

键实现模型的快速保存。 

 

 DDM模型文件的扩展名有两种，一种是.ddm格式（XML文件），另一种是.ddmx格式（二

进制文件）。 

1.4 重命名模型 

左侧模型树上，在当前模型的名称上右键，在弹出的功能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可以

对当前模型的名字进行修改，也可以在模型选中状态按 F2键实现快速重命名。 

  

 

注意：F2快捷功能键，也适用于在选中表、字段等元素的情况下，快速重命名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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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素的逻辑名。 

1.5 模型导出 

除了将模型直接保存为 DDM 模型文件类型外，也可以将模型导出为 Excel 数据字典、

ERwin模型文件、PNG 图片等格式。 

1.5.1 导出 Excel 数据字典 

在左侧模型的模型名称上面右键，在弹出的功能菜单中选择【导出数据字典】或者切换

到【模型】菜单栏，在工具栏中点击【导出数据字典】按钮，在弹出的功能菜单中选择【导

出数据字典】。 

     

 点击【导出数据字典】功能菜单后，会弹出导出数据字典的对话框。【对象过滤】选项

卡可以对需要导出的目标实体进行过滤。 

 

 【类型过滤】选项卡，可以对需要导出的目标实体和字段的属性进行筛选设置，例如表

的中文名、表英文名、所属 Schema、定义、UDP等，以及字段的中文名、字段英文名、数据

类型、主键、非空约束、唯一约束、外键、是否自增、默认值、定义、数据标准编号、数据

标准名称、UDP等。 



   数据建模工具用户使用手册 

数语科技 版权所有                                                            

16 

 

 【其他】选项卡可以筛选仅导出 LogicalOnly、仅导出非 LogicalOnly、仅导出

PhysicalOnly、仅导出非 PhysicalOnly。 

 

 筛选完毕，点击对话框右下角的【确定】按钮，选择指定路径，即可导出数据字典。既

然能导出 Excel 数据字典，必然也可以导入 Excel 数据字典或借助 Excel 数据字典更新元

数据等信息，后面的章节会有介绍 Excel数据字典的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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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导出 ERwin 模型文件 

切换到【模型】菜单栏，在工具栏中点击【导出数据字典】按钮，在弹出的功能菜单中

选择【导出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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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导出 PNG图片 

 

2. 表设计 

2.1 创建表 

DDM目前提供三种创建表（实体）的方式，灵活多样。 

第一种，在主界面左侧的模型树表节点上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新建实体】即可。 

 

 第二种，在工具栏中点击【实体/表】按钮，此时光标移动到主界面中间的模型设计区

域时会变成虚线矩形图，在想要添加表的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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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右键模型设计区域已经存在的表，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表】选项后会弹

出表编辑器对话框。 

 

 在表编辑器对话框中，点击【新建】按钮即可新建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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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辑表 

在模型作业区的任意表上右键，选择【编辑表】选项即可进入表编辑器对话框，表编辑

器可以对表进行新增、删除、编辑中文名和英文名、翻译功能等等。同时也可以通过表编辑

器快速进入字段编辑器和索引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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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编辑器内可以对表进行不同类型的分区，还有查看到所关联的父表和子表，以及引

用在哪些主题域下，也能预览 SQL脚本。 

 

2.3 删除表 

DDM目前提供三种删除表（实体）的方式，灵活多样。 

第一种，从左侧模型树上右键一张表，选择【删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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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在模型作业区 ER图上，右键一张表，选择【删除】选项。 

 
点击删除【按钮】后，会弹出确认删除的对话框，从【当前主题】删除意味着只是删除

了图形，不删除表。【永久删除】，才是彻底的将该表从模型中删除。点击【取消】按钮，可

取消删除操作。 

 

第三种，在表编辑器上，选中一张表后，点击上方的【删除】按钮，在弹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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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字段设计 

3.1 创建字段 

第一种，在左侧模型树上，展开“表”，右键点击想要添加字段的表，点击【编辑

字段】选项在弹出的字段编辑器上添加字段。 

 

第二种，在 ER模型图上，选取指定的表，右键点击，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编辑

字段】，也可以进入字段编辑器页面。 

 
 

第三种，如果用户已经建立数据标准，可以通过在右侧的数据标准树上，选取一

个数据标准，拖动到一张表上来创建新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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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键字段 

在表中，在中央横线的上方创建的字段就是主键字段，字段前会有一个红色的 标

识 

 

2) 新增外键字段 

下图右表中的字段为外键字段，是与带有主键的父表，建立主键关联后生成，字段

前会有一个 标识。 

 

3.2 编辑字段 

与创建字段类似，编辑字段的操作也主要是在字段编辑器中进行。 

第一种，在左侧模型树上定位到目标表的字段，右键可以对表进行【重命名】操作，也

可以点击【属性】按钮进入字段编辑器对字段进行更为详细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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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在模型作业区 ER模型图上，选中一张表，按 TAB 键或者 Enter 回车键可

以实现对字段的快速重命名操作。 

 

第三种，与创建表一样，在模型作业区的 ER 模型图上选取指定的表，右键点击在弹出

的菜单上选择【编辑字段】，进入字段编辑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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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编程器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可以对选中表的字段进行字段的增删，重命名，字段类型的修改，定义是否主键和

非空等。 

2）可以新建自定义命名标准和自定义数据标准，以及字段的翻译。 

3）当字段类型是整型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否自增和起始值（起始值必须为正整数 ）。 

 4）自定义属性。 

3.3 删除字段 

DDM提供删除字段的方式和表是类似的： 

第一种，是在左侧的模型树上定位到目标表的目标字段，右键选择【删除】，在弹出的

确认删除对话框中选择【确定】。 

 

第二种，是在模型作业区的 ER图，右键目标字段选择【删除】或者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在弹出的确认删除对话框中选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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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在字段编辑器中选中目标字段，点击字段编辑器工具栏中的【删除字段】按钮

即可。 

 

4. 主题域 

4.1 添加主题域 

在左侧模型树上的【主题域】上点击右键，选择【新建主题域】后会弹出主题域编辑器。 

 

【属性】选项卡主要用于填写主题域的名称和定义（描述信息），“统计”用于显示当前

主题域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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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表成员管理 

 【成员】选项卡用于将目标表添加到当前主题域中，勾选目标表后点击【确定】按钮即

可，右侧展示已勾选的表名称，双击目标表可以快速取消勾选。 

 
 为了方便快速定位到目标表，主题域编辑器提供搜索功能，用主要检索所有表的物理名

和逻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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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索引 

索引编辑器可以增加删除索引，新增索引的类型分为：主键索引，唯一索引，非唯一索

引。 

 

还可为索引选择字段，和索引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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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图 

在【开始】菜单中，点击工具栏上的【视图】按钮，然后在模型作业区点击鼠标按

钮，即可创建视图。 

在已创建的视图上右键鼠标，可以进行视图编辑、查看 SQL语句、剪切和复制等操

作。 

  
在视图上右键鼠标选择【编辑视图】选项，即可进入【视图编辑器】对话框。在视

图编辑器可以新建删除视图，且重命名，编辑其逻辑名，定义，查看自定义 SQL，引用

和扩展属性。 

 

7. 主外键关系 

7.1 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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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一对多 

在工具栏上点击  将两表建立一对多的关联 

 

1.5.1 在工具栏上点击  将表和备注之间建立关联 

 
 

1.5.2 关系线：击关系线，右键，可以对关系线编辑，删除，重绘操作 

 

 

1.5.3 点击编辑关系弹出表关联编辑器：编辑关系类型，关系名称，基数关系等；查

看父键，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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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区 

表分区，是指根据一定规则，将数据库中的一张表分解成多个更小的，容易管理的部分。

从逻辑上看，只有一张表，但是底层却是由多个物理分区组成。DDM数据建模工具，目前支

持对 MySQL、Oracle、DB2和 GaussDB等数据库进入表分区操作。另外，在逆向数据库时，

支持将 MySQL和 Oracle数据库的表分区信息抽取到模型工具中。 

 

在模型作业区，右键选择【编辑表】按钮，进入表编辑器页面。 

 

在表编辑器页面下方，切换到【分区】选项卡即可进入分区编辑器页面，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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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RANGE、LIST、HASH三中分区类型。 

⚫ RANGE 分区：基于属于一个给定连续区间的列值，把多行分配给分区。 

 

⚫ LIST 分区：类似于按 RANGE 分区，区别在于 LIST 分区是基于列值匹配一个离散值集合中的某个值来

进行选择。 

 

⚫ HASH 分区：基于用户定义的表达式的返回值来进行选择的分区，该表达式使用将要插入到表中的这些

行的列值进行计算。 

 

 

分区表达式可以对数据进入过滤，点击分区编辑器中的箭头按钮，将需要做分区的字段

添加到分区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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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好分区成员后，点击分区编辑器中【分区边界】按钮，为当前分区类型创建分区边

界。 

 

填写完毕后，切换到表编辑器的【SQL 预览】选项卡，可以实时查看当前 SQL 语句，其

中也包含 Partition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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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SQL语句中未包含 Partition部分，可以点击【SQL选项】按钮，勾选【With PARTTION】

选项，即可包含分区信息的 SQL语句。 

 

其它数据库类型大同小异，Orace除了支持表分区以外还支持子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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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备注 

在【开始】菜单中，点击工具栏上的【备注】按钮，然后在模型作业区点击鼠标即

可创建备注。 

在当前备注上面点击鼠标右键，可以对备注进行编辑、剪切、复制和删除等操作。 

   

10. 图框 

在【开始】菜单中点击工具栏上的【图框】按钮，然后在模型作业区点击鼠标，即可创

建图框。 

 

 通过拖动图框和目标实体，可将目标实体纳入图框的范围。在图框上右键可以对图框进

行样式修改、进行复制、剪贴和删除等操作。 

 
 在图框上右键鼠标选择【显示样式】功能，可以对图框的背景颜色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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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布局 

为了保持模型设计 ER 图的美观性，在模型设计时可以对模型进行布局，目前提供分层

布局、正交布局两种布局算法。 

在模型设计时，切换到【开始】菜单栏，点击工具栏上的【布局】按钮即可对模型进行

布局，默认为正交布局。 

 

12. 显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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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模工具进阶功能 

1. 用户管理 

在安装部署有 DAM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的情况下，DDM 的用户管理工作全部在 DAM 上进

行。用户在登录模型库的状态下，点击右上角的姓名信息，会弹出【编辑用户信息】对话框，

用户可以在客户端进行修改姓名和邮件地址的操作，增删用户、修改密码等操作需要在 DAM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上进行。 

    

 

1.1 编辑用户 

在只安装部署有 DDM Server的情况情况下， DDM客户端可以单独对用户进行管理和设

置。 

 超级管理员（默认 admin）在登录模型库的情况下，切换到【模型库】选项卡，点击工

具栏上的【系统用户管理】按钮，界面上会弹出系统用户管理对话框。 

 

 系统用户管理界面，主要用于展示当前平台中所有用户的信息，包括用户名、姓名、邮

件地址和用户类型（超级管理员或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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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名，可以快速检索并定位到目标用户。 

 

 点击每个用户信息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该用户。双击每个用户的用户信息，界面

上会弹出【编辑用户信息】的对话框。在此界面中可以修改用户姓名、Email以及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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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用户 

在【系统用户管理】对话框界面，点击【添加自定义用户】，界面上弹出【创建新用户】

对话框，输入登录用户名、密码、姓名和 Email等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完成用户的添加

操作。其中用户名和密码为必填项，若要让该用户拥有管理员权限，则需要在创建用户时勾

选【超级管理员用户】选项。 

 

 

 除了直接创建用户之外，也也可以将 Windows域中的用户添加到平台中去。在【系统用

户管理】对话框界面，点击【添加域用户】按钮，输入 AD域中的用户名或 ID 后，点击【在

Windows域中搜索】按钮，然后选中该用户点击页面下方的【添加】按钮，即可将该用户添

加到平台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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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入模型 

2.1 逆向数据库 

对于存量系统，可以通过逆向的形式，将数据库塑造成模型文件。当前支持的数据库类

型和版本如下： 

MySQL 5.7+、Oracle 9i/10g/11g/12c、DB2 9.7/10.5、MariaDB、PostgreSQL 9.5+、SQL 

Server 2008+、GaussDB A、GBASE 8A、MaxCompute、Teradata 16.2、Hana、Hive 1.1+、

MongoDB 4.0+、Cassandra 3.4等。 

 逆向数据库为模型，有两种逆向方式，一种是走 Server 端逆向，另一种是本地逆向。

在不登录模型库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本地逆向，本地逆向要求客户端本机中必须要装有

JDK/JRE 1.8的环境，您可以配置客户端本机的 JAVA环境变量，或手动将 jre文件放到 DDM

客 户 端 安 装 路 径  ..\Program Files\Datablau\DDM 目 录 下 ， 例 如 C:\Program 

Files\Datablau\DDM\jre。 

 点击【模型】菜单栏中的【逆向数据库】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数据库类型，并点

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逆向数据源信息填写页面。 

 

 填写数据库的信息，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连接类型和服务名。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测试】按钮。 

 

 若用户名或密码填写错误，则会弹出如下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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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如网络不通，则会弹出如下提示框。 

 

若信息填写正确并且网络畅通，页面中会弹出测试连接成功的提示框。 

 

 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过滤筛选页面。【对象过滤】选项卡用于筛选抽取的对

象，【Schema】选项卡展示展示当前用用户拥有权限的 Schema列表，默认为当前用户的 Schema。

【实体】和【视图】选项卡用于筛选需要逆向的表和视图对象，抽取对象筛选完毕后点击【下

一步】按钮开始逆向，页面会展示出逆向模型的进度，逆向完成后点击【结束】按钮，模型

树上会展示出当前逆向过来的数据库模型。 

 

 
  

2.2 导入其它工具的模型 

DDM支持导入 ERwin、PowerDesigner、Sparx EAP和 ERMaster等工具的模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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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导入数据字典 

DDM 除了支持导入 ERwin、PowerDesigner 等工具的模型文件之外，还提供一种灵活的

数据字典格式的导入。 

   

 

3. 模型比较 

切换到【模型】菜单栏，点击工具栏中的【模型比较】按钮，界面上弹出【模型比较】

对话框。 

 

 在左侧模型和右侧模型中分别【添加模型】按钮，这个模型文件来源可以是本地模型文

件、模型库上的模型或逆向数据库的模型，或者是同一个模型的不同分支、版本。 

 【类型过滤】可以对两个模型比较的元素进行过滤和筛选，【其他选项】中可以设置比

较时是否忽略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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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好要比较的两个模型和设置好类型过滤后，点击【比较】按钮界面上会弹出【模型

比较结果】对话框。 

 = 符号表示左右两个模型的当前对象类型值相同。 

≠符号表示左右两个模型的当前对象类型值不相同。 

⇨ 点击该符号可将左侧模型的该对象属性复制到右侧模型中。 

⇦ 点击该符号可将右侧模型的该对象属性复制到左侧模型中。 

 

 

 【结果过滤】可以对模型比较结果中两个模型的相同部分、不同部分、仅左侧模型存在、

仅右侧模型存在的展示结果进行过滤展示。 

 【导出 Excel文件】可以将模型比较结果导出为 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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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右侧做了相应的对象复制操作后，点击【左侧变化脚本】或【右侧变化脚本】按

钮，可产出相应的变化 SQL脚本。 

 

4. 继承和转换 

DDM 数 据 建 模 工 具 支 持 不 同 类 型 的 数 据 模 型 转 换 ， 模 型 类 型 包 括 ：

Logical(default)/Hive(2.x)/MangoDB/Gbase/Oracle(11g,10g,9i)/MariaDB/Cassandra/P

ostgreSQL/SQLServer(2008,2014,2012)/DB2/Gauss/Hana/MaxCompute/MySQL/Teradata 等。 

数据类型转换的映射表存在客户端安装目录../Datablau/DDM/Datatypes 路径下的

Datatypes.xlsx文件中。 

切换到【模型】选项卡，点击工具栏中的【继承和转换】按钮。 

 

页面会弹出继承和转换的对话框，【模型类型】显示的为当前模型的类型，【当前模型】

显示的模型名称和位置，在【新模型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模型类型以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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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 DDL 脚本 

设计好的数据库模型，可以生产 DDM脚本语句，切换到【模型】菜单栏，点击工具栏上

的【生成 DDL脚本】按钮，可进入 DDL Script编辑器页面。 

 
  

5.1 创建语句 

在 DDL Script编辑器中，【对象过滤】中对需要生成 SQL语句的表进行过滤，【类型过

滤】中对生成 SQL脚本的表、字段、主外键、分区等选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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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页面下方的【产生脚本】按钮，即可生成 DDL SQL语句，在 DDL脚本预览界面可以

将生成的脚本导出为.sql文件，也可在该界面进行查找和替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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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变更语句 

在【DDL脚本编辑器】页面，点击【变更语句（Alter）】按钮，选择模型分支和版本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产生脚本】按钮可以产生基于当前分支或版本的变更 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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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执行语句 

不论是创建语句（Create）或变更语句（Alter），点击【产生脚本】按钮后，在产生 SQL

脚本的【DDL脚本预览】界面，点击界面上的【Exccute SQL】按钮弹出选择数据库窗口。 

 

 选择要执行的目标数据库类型，请与物理模型的文件类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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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好目标数据库类型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填写相应的数据库服务器地址、端口、

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测试】按钮，测试通过后点击结束按钮，界面跳转

到【正向工程】页面。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执行 DDL 脚本。右侧的结果栏中会显示 SQL 语句执行的结果，

若遇到错误不想再执行后面的 SQL语句，请在执行 SQL语句前勾选【出现错误自动停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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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6. UDP 

DDM 中的 UDP自定义属性一共分为模型、主题域、实体和属性四个对象层级，DDM WEB

端可以统一对 UDP进行管理。 

 

 用户在 DDM客户端上登录模型库后，切换到【模型库】选项卡，点击工具栏上的【自定

义属性】按钮，界面上会弹出【自定义属性浏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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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同步更新】按钮，然后根据不同的条线，选择相应的业务条线的 UDP，可将企业

内部统一管理的 UDP下发到客户端本地。 

 

6.1 模型级 

右键点击左侧模型树上的模型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界面上会弹出【模

型编辑器】。 

 

 在【模型编辑器】中切换到【自定义属性】选项卡，进入模型级 UDP 显示和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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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自定义属性】，进入模型级【自定义属性编辑器】，在该页面可以对

模型级的自定义属性进行新建、编辑和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在本编辑器中快速切换到主题域 

、实体级、属性级等其它层级的自定义属性。 

 

6.2 主题域级 

在左侧的模型树上展示开目标模型的主题域，然后在主题域上右键鼠标在弹出的右键的

菜单中选择【属性】，页面上会弹出【主题域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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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题域编辑器】中切换到【自定义属性】选项卡，进入主题域级 UDP 显示和编辑页

面。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自定义属性】，进入主题域级【自定义属性编辑器】，在该页面可以

对主题域级的自定义属性进行新建、编辑和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在本编辑器中快速切换到模

型级、实体级、属性级等其它层级的自定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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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实体级 

在【表编辑器】页面，点击页面下方按钮切换到【自定义属性】选项卡，然后点击右上

角的【编辑自定义属性】，进入实体级【自定义属性编辑器】。 

 

 

在该页面可以对实体级的自定义属性进行新建、编辑和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在本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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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快速切换到模型级、主题域级、属性级等其它层级的自定义属性。 

 

6.4 属性级 

在【字段编辑器】页面，点击页面下方按钮切换到【自定义属性】选项卡，然后点击右

上角的【编辑自定义属性】，进入属性级【自定义属性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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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可以对属性级的自定义属性进行新建、编辑和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在本编辑器

中快速切换到模型级、主题域级、实体级等其它层级的自定义属性。 

 

7. 模型规范检查 

在进行数据模型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开启数据规范检查，在建模时予以参考。 

 

 在模型设计区的下方可以看【模型规范】选项卡，点击【开始检查】按钮即可对模型的

设计规范进行检查，【错误】、【警告】、【提示栏】中分别显示模型规范检查后不同严重程度

的问题规范。 

 点击【选项】按钮，可以展示出当前模型规范检查的规则，您可以对这些规则进行过滤

和筛选。 

 【实时检查选项】，顾名思义，是否启用对模型的实时规范检查，若开启该选项则在模

型设计的过程中自动按照数规范校验规则对模型进行检查，若不开启该选项则需要手动点击

【开始检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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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是为达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由不同的人分别共同完成的一系列业务活动，该功

能需要依赖 DAM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9. 装载逻辑 

 

10. 工具箱 

12.1 数据标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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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定义类型 

12.3 检查孤儿表 

12.4 模型回环错误 

11. 个性化选项 

切换到【开始】菜单选项卡，点击工具栏中的【选项】按钮，进入个性化选项设置。 

 
 在【常规】选项中可以更改 DDM模型工具的界面语言、是否在模型作业区记住最近打开

过的模型等等。 

 

 在【样式】选项卡中可以设置模型作业区中实体展示样式进行个性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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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据标准管理 

1. 数据标准 

1.1 落地数据标准 

在部署有 DAM数据资产管理平台的情景下，用户每次使用 DDM客户端登录模型库，会将

服务端最新的数据标准同步到 DDM客户端本地。 

用户在进行建模时，在字段中文名中，输入拼音首字母即可快速检索出相匹配的数据标

准，鼠标移动到该数据标准名称上会显示当前数据标准的详情，点击该数据标准即可将数据

标准中的信息下落到字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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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标准管理 

 

2. 标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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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命名词典 

3.1 应用词典翻译 

 

 

 
 

3.2 命名词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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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命名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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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模型库管理 

1. 打开模型库模型 

2. 保存到模型库 

3. 签入版本 

4. 模型版本管理 

5. 模型回收站 

模型回收站负责管理模型库中已经被删除的模型，包括显示已删除模型的模型名称、模

型分支、模型目录、删除时间、删除者等信息。 

 
 在登录到模型库的状态下，切换到【模型库】菜单栏，点击工具栏上的【模型回收站】

按钮，即可进入删除模型管理页面。点击每个模型后面的【还原】按钮，即可还原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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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同一被删除的模型必须先还原 Mater 分支后或 Master分支未被删除，才能还原

其它分支。 

 

七、 WEB 模型 

1. 设计模型管理 

 功能介绍：DAM平台中的【数据模型】模块，主要用来展示 DDM数据建模工具保存到模

型库中的模型。 

 入口：导航栏按钮 — 数据模型中的【设计模型管理】 

 操作角色：普通用户 

  
 

1.1 模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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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浏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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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建模工具用户使用手册 

数语科技 版权所有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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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模型落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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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模型质量报告 

 

 

1.5 评论功能 

 

八、 附录 

1. 公司简介 

 北京数语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Datablau）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是专注于数据治

理领域的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软件产品提供商，主要业务是数据治理软件产品的研发与

销售。数语科技的创始团队全部来自 CA erwin，天然具有世界级水准的软件产品开发能力。

创始人兼 CEO 王琤曾任职 erwin 全球研发总监，拥有超过十年以上数据建模和数据管理的

从业经验。CTO朱金宝曾任职 erwin首席架构师，先后服务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并曾全程参

与中国建设银行数据治理项目，目前全面负责 Datablau 软件平台的研发工作和关键项目的

实施工作。 

 数语科技根据 DAMA 理论和中国国情独立研发 Datablau 新一代数据治理平台，平台由

Datablau DDM数据建模产品和 Datablau DAM数据资产管理平台两大部分组成，全部拥有软

件著作权和知识产权，一站式全面满足中国企业的数据治理需求。其中数据建模产品 DDM是

Datablau填补国内空白的重量级产品，帮助中国客户摆脱国外产品的垄断现状。 

 2018 年，Datablau 数据治理平台通过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严格苛刻的产品评测并获

得的“最佳大数据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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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快捷键 

快捷键 含义 

CTRL+X 剪切选中的表，字段，关系等 

CTRL+C 复制选中的表，字段，关系等 

CTRL+V 粘贴选中的表，字段，关系等 

CTRL+S 保存模型到本地 

ESC 退出当前窗口 

CTRL+D 在字段编辑器中删除当前选中字段 

CTRL+Z 撤回操作 

CTRL+Y 恢复操作 

CTRL+A 全选 

CTRL+框选 选择部分实体 

CTRL+点选 选择多选实体 

 

3. 版本升级 

3.1 手动更新 

1） 卸载旧版本的 DDM 数据建模工具客户端。 

2） 双击运行新版本的 DDM数据建模工具客户端程序包，安装完成后可以实现版本更新。 

3.2 自动更新 

1） 将 更 新 包 打 成 ZIP 包 ， 重 命 名 为 update.zip ， 上 传 到 DDM 服 务 器 的

/opt/ddm/ddmserver/webapp/static/updates目录下。 

2） 进入/opt/ddm/ddmserver/webapp/static/updates 目录，修改 releasenotes.html 文

件。 

⚫ h4标签：填写版本号信息 

⚫ li标签：填写当前版本更新内容 

以下为示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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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opt/ddm/ddmserver/webapp/static/updates目录，修改 checkVersion.xml文件。 

⚫ currentversion标签：填写当前更新的版本号 

⚫ stableversion标签：填写稳定版的版本号 

⚫ currentrelease 标签：填写当前更新的更新包的地址（绝对路径） 

⚫ stablerelease标签：填写稳定版的更新包地址（绝对路径） 

⚫ changelog标签：填写 releasenotes.html 文件的地址（绝对路径） 

⚫ mandatory标签：是否强制更新，false为不强制 

⚫ users标签：版本更新适用人员，空值为适用于全部用户 

以下为示例数据： 

 
   

4） 本地启动 DDM数据建模工具客户端后，即可弹出新版本的更新界面，或进入【开始】菜

单-【帮助】-点击【检查更新】按钮进行版本更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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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400-6033-73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5 号隆福文创园 1 号楼 5 层 

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注意：本手册最终解释权归 Datablau所有，内容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http://www.datablau.cn/
mailto:sale@databl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