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NC Data Governance

数据治理产品（BONC Data Governance）

产品定位

许多公司都曾投资兴建成熟完善的商务智能系统，但是这些公司却往往仍无法

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商业智能系统使用的数据质量较低。

业务负责人会缺乏自信并无法作出较好的决策，业务分析师将花费过多时间搜

索和整理数据以更新和修正报表。

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数据治理（BONC Data Governance, 简称

“BDG”）是一套对企业全数据流程进行端到端的实时监控、管理、审计的质

量管理解决方案。通过 BDG，企业能够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一致性、及时性，及早的发现数据的质量缺陷，确保用于商业智能系统的数据

的可靠。凭借较好的数据质量，通过商业智能系统获取的业务洞察力将更可操

作、更有针对性。此外，端到端的数据质量管理也增加了商业报告的可审计性，

这对于数据追溯、业务流程监管、风险规避均有重大意义。

BDG通过元数据管理以及全数据流程的实时监控，可以极大的增强数据的准

确度与可靠性，实现及时、可信赖的决策和准确的报告。

产品架构

产品目标

对企业全数据流程进行端到端的实

时监控、管理、审计的质量管理解决

方案。通过 BDG，企业能够尽可能保

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及时性，及早的发现数据的质量缺

陷，确保用于商业智能系统的数据的

可靠。

产品优势

 元数据管理

为不同来源的数据建立唯一的规范

定义，并将其与其他数据关联，作为

数据仓库中数据准确性的基石，使各

应用、报告均能有一致的数据视图，

使用户与应用能够专注于业务而不

是集成数据。

 端到端的数据质量监控

设立数据质量服务中心，以标准协议

收集数据质量信息。BDC 平台各组件

会自动的向其报告数据质量信息。对

于第三方应用，可以设置数据质量代

理以获取数据质量信息并向数据质

量服务中心报告。由此全数据流程的

各应用数据质量信息能够紧密集成，

统一监控。

 可视化数据地图

数据地图将企业的全数据流程在一

张地图上集中展示，将全数据流程的

状态、监控信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在

地图上直观展示。用户可以随时把握

数据处理的全局概况，并迅速定位兴

趣点，在地图上直接与相关的数据应

用进行交互。实现了真正的端到端的

元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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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数据集成 BDI

BDI 提供基于对象的、无需编码的全图形化开发环境，

可以支持日益发展的大数据需求。是一个可以使大的企业

和组织能够按其复杂的业务信息需求，读取、转换和集成

遗留系统的数据集成平台采用 E-T-L 架构，数据集成服务

根据用户的设计，从数据源将指定数据抽取到执行引擎（默

认为 Hadoop）环境中进行转换处理，再将数据载入数据目

标。

数据源设计器：提供了建立映射

和映射组件的工具，这样便可以

指定如何在源和目标之间移动

和转换数据

工作流设计器：通过定义工作

流生产数据集、消费数据集的方

式，使 BDI 能够自动按照依赖关

系调度工作流

异构数据源支撑：具备处理异构数据

的能力，满足海量数据抽取的高性能

要求，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保证多源

的集中操作，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基于图形界面简易操作的端到

端 ETL管理：用户在该产品强

大的图形化画布上通过一系列

的功能组件标示数据集合的流

程来构建一个数据整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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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 BDE

BDE 可以面向复杂异构大数据环境的数据高速交换服务，

支持几乎所有常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平台，在异构的数据

存储架构之间，以一致的标准化协议高速传输、同步数据。

真正实现各地各级部门业务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分布式文件消息队列

提供了高吞吐、低延迟、异步请

求、高可靠、自动负载均衡的数

据传输，能够同时支持批处理与

实时的使用模式，支持数据持久

化。

高吞吐量的数据传输功能

数据传输过程在单进程内完成，

全内存操作，不读写磁盘，也没

有 IPC，实现大量数据在异构数

据库、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

统之间的高速交换

多运行模式透明使用

分布式功能兼容已有作业运行

模式。仅仅提供配置参数用户即

可实现不同模型运行环境的切

换，完成运行机制的平滑迁移

任务实时状态汇报

保证任务原子性，对于一个在集

群运行的任务，需要保证同步作

业成功失败的原子性。支持任务

实时状态汇报，保证分布式模式

下，用户能够观察到单个作业整

体进度、速度、吞吐量。

可追溯的统一管理

异构数据交换平台统一管理数

据的导入导出格式，支持全程日

志记录。通过统一的信息资源目

录体系建立数据交换和共享机

制，实现异构数据交换页面的统

一调度配置，实现异构数据交换

的统一监控管理。

插件自动插拔和替换

针对新增的数据源，开发者可以

在极短的时间开发的一套

Reader/Writer 插件，即可快速

支持任意数据在新的数据库和

文件系统之间的互导。插件的灵

活性极大的增强了平台的适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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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 BMM

独立通用的元数据产品，适应企业复杂的 IT 异构环境，

可快速部署企业元数据管理系统，提供完善的元数据管理

功能，拥有端到端透明的元数据管理，轻松地将元数据融

入到日常业务实践中，释放出数据的潜能，提升工作和运

营效率，简化元数据管理流程

任务实时状态汇报

通过全文检索能迅速查找和关

键字匹配的权限范围内的元数

据信息，为海量数据分析提供更

快、更正确的查询处理

数据模型合理化管理

通过模型落地检测，实现 PDM

物理模型与数据库中数据对象

的比对，检测模型的落地情况

通过元数据异常信息观察，对异常规

则的配置，系统自动监测出异常的信

息分类；展现出异常信息的分布情况

和异常分类情况以及异常明细情况。

端到端的元数据管理

Web浏览器操作方式，作为真正

端到端的元数据管理工具，提供

企业级的元数据统一视图，是一

个提供清晰地分析和跟踪业务

运作历史数据的实际可行的解

决方案

清晰的血缘关系追溯

追溯根源，端到端透明。数据来

源的实现方式：支持通过存储过

程注释的方式；支持通过 ETL 流

程自动生成的方式；支持通过配

置表的方式。实现功能：支持对

象级血缘关系；支持字段级血缘

关系

切块/切段的分工监控流程

通过对节点权限、设置关键点功

能、全文检索和筛选条件的查询

实现切块/切段的监控，每个用

户可以自定义设置关键点和需

要监控的对象，同时也可以监控

到全部流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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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 BDQ

对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质量监控与数据质量稽核，保

障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及时性等。并提供企业

范围的数据质量管理流程与方法论、强大的数据质量报告功

能，数据质量工作台可供数据与业务分析师使用，以便快速

的开发指定数据质量规则集，用于自动数据质量清洗、稽核

与报告。

注入流程调度控制

可在 ETL调度中注入稽核流程

控制,当稽核出影响后续加工的

关键问题时数据加工流程就会

停止,待问题处理完毕后 ETL流

程会自动继续执行

稽核过程可配置

实现从监控页面节点中直接对

稽核规则的配置、实现对当前节

点是否稽核开关

稽核流程可监控

通过对节点权限、设置关键点功

能、全文检索和帅选条件的查

询，同时也可以监控到全部流程

的信息

问题处理流程化

错误和稽核出的数据质量问题

系统会自动根据错误分类走不

同的问题处理工单，工单中实现

通过WEB、短信、邮件、电话

的方式与问题处理流程中各个

角色的互动

数据质量评估报告

 智能产生数据评估结果

 实时展示错误数据

 及时反馈数据进展情况

 数据错误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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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计 BDA

BDA 提供 4W(who/when/where/what) 数据审计。通过实时监测并智能地分析、还原各种数据库操作，解析数据

库的登录、注销、插入、删除、存储过程的执行等操作，还原 SQL 操作语句;跟踪数据库访问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包括用户、操作类型、所访问的数据表名、字段名、操作执行结果、数据库操作的内容取值等。

主要功能：

 多层业务关联审计

通过应用层访问和数据库操作请求进行多层业务关联审计，实现访问者信息的完全追溯，包括：操作发生的 URL、

客户端的 IP、请求报文等信息，通过多层业务关联审计更精确地定位事件发生前后所有层面的访问及操作请求，使

管理人员对用户的行为一目了然，真正做到数据库操作行为可监控,违规操作可追溯。

 细粒度数据库审计

通过对不同数据库的 SQL 语义分析，提取出 SQL 中相关的要素（用户、SQL 操作、表、字段、视图、索引、过

程、函数、包…） 实时监控来自各个层面的所有数据库活动，包括来自应用系统发起的数据库操作请求、来自数

据库客户端工具的操作请求以及通过远程登录服务器后的操作请求等 通过远程命令行执行的 SQL 命令也能够被审

计与分析，并对违规的操作进行阻断 系统不仅对数据库操作请求进行实时审计，而且还可对数据库返回结果进行

完整的还原和审计，同时可以根据返回结果设置审计规则。

 精准化行为回溯：

一旦发生安全事件，提供基于数据库对象的完全自定义审计查询及审计数据展现，彻底摆脱数据的黑盒状态。

 全方位风险控制：

灵活的策略定制：根据登录用户、源 IP 地址、数据库对象（分为数据库用户、表、字段）、操作时间、SQL 操

作命令、返回的记录数或受影响的行数、关联表数量、SQL 执行结果、SQL 执行时长、报文内容的灵活组合来定义

客户所关心的重要事件和风险事件 多形式的实时告警：当检测到可疑操作或违反审计规则的操作时，系统可以通

过监控中心告警、短信告警、邮件告警、Syslog 告警等方式通知数据库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