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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² 数据治理平台管理员 

² 数据治理人员 

手册目的 

本手册的目的在于向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模块（以下简称本模块）的使用者介绍，本模块提供了

哪些功能，以及如何正确地、有效地来使用这些功能。 

手册范围 

本手册首先简要地介绍本模块结构以及软件环境，然后说明本模块为使用者提供的各项功能及其详细

的操作步骤。 

1 简介 

1.1 编写规范说明 

² 对于外部输入的数据，采用“”标注，如输入“测试数据” 

² 对于 UMM 中文本框等组件抬头显示标题，采用[]表示，如：[上下文路径信息] 

² 对于 UMM 中的按钮，采用【】表示，如：【保存】 

² 对于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采用加粗注意表示：注意 

² 对于有相关链接的地方，采用加粗相关链接表示：相关链接 

1.2 相关术语 

² UMM  Unified Metadata Management 

² 元模型 用于描述元数据的结构和关系的数据模型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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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属性 指元模型或元数据的属性 

² 元模型关系 指元模型之间的依赖关系、组合关系 

² 元数据关系 指元数据之间的依赖关系、组合关系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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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第2页 

之间主要体现为依赖关系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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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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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析 

² 血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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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目标对象 指在元数据关系中源元数据指向的对象 

² 模板 用于元数据导入和采集的模板 

² 采集 将元数据通过接口导入到元数据存储库的过程 

² 自动采集 通过调度方式定时采集元数据的过程 

² 手动采集 元数据操作人员通过元数据管理操作界面对元数据进行采集的过程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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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元数据版本管理 元数据针对不同时期，会有变化，为了管理这个变化，需要建立元数据的版本

管理，用于记录版本和变化轨迹。 

2 使用 UMM 指引 

2.1 功能概述 

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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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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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M 支持采集多种元数据来源，包括：关系数据库、建模工具、数据集成工具、BI 工具以及客户化元

数据等多种元数据来源，UMM 对采集的元数据进行统一存储到 UMM知识库并集中管理，为上层元数据应用提

供服务。 

UMM 采用元数据树方式来统一展示 U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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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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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引概述 

对于管理员，您能够在 UMM 中完成以下工作： 

² 配置 UMM 

² 数据地图创建及调整 

² 为采集个性化元数据定制模板 

² 为采集已有模板数据做模板映射 

² 从各类元数据源中采集元数据 

² 如何采集数据库中的记录作为元数据 

² 通过元数据映射建立元数据直接关系 

² 使用系统视图组织元数据 

² 如何进行元模型管理 

² 如何进行权限管理 

² 如何进行系统管理 

2.3 元数据来源说明 

下表列出了 U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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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data、DB2 

2 建模工具 ERWin、PowerDesinger 

3 数据集成工具 Datastage、PowerCenter 

4 BI 工具 Cognos、BI.Office、 

5 调度工具 Automation 

6 开发语言及脚本 Perl（日志方式）、SP（注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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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客户化元数据 EXCEL数据、关系数据库数据 

2.4 交互界面说明 

2.4.1 交互区域说明 

UMM交互区域说明如下： 

 

UMM交互区域主要包括抬头信息区域、Tab 区域、主展示区域、版权说明区域，以下进一步说明。 

2.4.1.1 抬头信息区域 

UMM 的抬头信息区域主要包括用户 Logo、登录信息、退出系统。在需要重新登录或离开系统时点击退

出系统，UMM会清除系统中的 Cookie 信息。 

注意： 

（1） 如果本模块与其它系统集成，则本区域有可能被屏蔽。 

Logo 可通过系统设置修改 

2.4.1.2 Tab 区域 

UMM 的 Tab 区域主要包括浏览、查询、高级功能： 

² 浏览：元数据树方式浏览元数据，是浏览及编辑元数据及其相关详细信息的入口，并且在元数据

详细信息页面中提供版本管理及分析功能；在浏览 Tab 中提供的快捷方式有：全部折叠 、新

建元数据 、切换视图 、刷新 、切换名称 、定位 。 

² 查询：提供按数据范围的模糊查询功能，支持通用查询 和高级查询 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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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高级功能：在此 Tab种主要提供使用元数据的功能，包括：元数据分析、视图管理、元数据检索、

元数据导出等功能，并提供的快捷方式有：我的视图 、元数据采集 、元模型管理 。 

注意：Tab 区域和主展示区域可通过下图中红框的按钮调整区域大小： 

 

2.5 数据地图创建及调整 

为展示数据地图，您可通过两种方式创建数据地图：WEB 编辑元数据方式和通过模板采集元数据方式。

通过数据地图的创建及调整，您可从宏观角度展示系统以及系统之间数据流向关系，并支持从系统到数据

库的下钻及相关信息的展示。 

相关链接：数据地图创建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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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为采集模板数据做模板映射 

对于已有的数据模板，您可使用模板映射管理功能定制好通过映射方式采集已有数据模板的元数据，

定制好映射之后，通过元数据采集管理采集已有数据模板的元数据，请参见元数据采集管理。 

相关链接：模板映射管理 

2.7 从各类元数据源中采集元数据 

对于游离于企业各环节的元数据资产，您可使用元数据采集功能从多类元数据源中抽取元数据，以存

储到 UMM 统一集中管理。UMM 支持的元数据源包括：关系数据库、建模工具、数据集成工具、BI 工具以及

客户化元数据等多种元数据来源。 

相关链接：元数据采集管理 

2.8 如何采集数据库中的记录作为元数据 

对于在数据库中有些表存储的数据就是元数据，您可通过 DB数据采集配置直接采集数据库中的记录。 

相关链接：DB数据采集配置 

2.9 通过元数据映射建立元数据之间关系 

企业元数据资产存在同一元数据流经不同数据层的情况以及元数据在设计和实现不同的生命周期中有

不同的存在形式情况，为建立不同数据层、不同生命周期的同一元数据的关系，引入元数据映射管理概念，

其目标是通过配置目录之间的映射关系，在有映射关系的目录下如果元数据的代码相同则认为是同一元数

据。 

相关链接：映射管理 

2.10 使用系统视图组织元数据 

为便于操作用户对 UMM 知识库中的元数据有更好的理解和分类，您可通过系统视图对原始采集的元数

据从分类角度重新组织，组织好的系统视图通过授权可提供给不同角色。 

相关链接：系统视图 

2.11 如何进行元模型管理 

UMM 采用元模型来定义元数据，对于需要采集个性化的元数据，您可通过元模型管理功能对个性化元数

据进行定义，包括增加包、类、属性、数据类型等要素，如果需要对建立的元模型进行调整，您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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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元模型管理功能对元模型的各类要素以及相关的属性进行调整。 

相关链接：元模型管理 

2.12 如何进行权限管理 

您可通过本模块对用户、角色、机构、菜单进行管理。 

相关链接：权限管理 

2.13 如何进行系统管理 

您可通过本模块对系统参数、系统日志、在线用户、修改密码等进行管理。 

相关链接：系统管理 

3 数据地图创建及调整 

通过本章您可了解到如下内容： 

² 数据地图概述 

² 数据地图创建 

² 数据地图位置调整及保存 

3.1 数据地图概述 

数据地图为您从宏观角度展示系统以及系统之间数据流向关系，并支持从系统到数据库的下钻及相关

信息的展示。通过 WEB 方式编辑元数据或通过模板方式采集元数据都可进行元数据创建；对于创建好的初

始数据地图，如果您不满意数据地图的布局，可通过数据地图位置调整及保存来调整数据地图；对于数据

地图中单节点的信息可通过双击节点展示数据地图节点详细信息；双击两个系统节点之间连线上的锚点

可下钻到这两个节点下的数据库之间关系。 

3.2 数据地图创建 

您可通过两种方式创建数据地图：WEB 编辑元数据方式和通过模板采集元数据方式；以下主要介绍 WEB

编辑元数据方式，模板采集元数据方式需要先制定模板并通过模板映射采集元数据，请参见采集模板管理 

3.2.1 增加根元数据 

如果没有根元数据，您可按以下步骤增加根元数据： 

1. 在高级功能 Tab中点击：系统视图->管理视图->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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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根元数据，根元数据元模型：核心元模型包->根 

 

3. 点击保存 

3.2.2 增加系统层次元数据 

1. 在高级功能 Tab中点击：系统视图->管理视图，把根元数据拖入到右侧的系统信息视图下： 

 

2. 在浏览 Tab中，如果当前视图不是系统视图，则通过切换视图 切换为系统视图，点击元数据树

上的“根元数据”节点，进入元数据详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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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元数据详细页面中 ，点击 ，增加系统层次元数据，如果有多个系

统层次则选择在根元数据下添加多个系统层次元数据 

 

3.2.3 增加系统元数据 

1. 展开系统层次元数据详细页面中 ，点击 ，增加系统元数据，如果有多个系统

则选择在相应的系统层次元数据下添加多个系统元数据 

 

3.2.4 建立系统和数据库之间关系 

在创建好系统元数据以及采集好数据库元数据之后，可建立系统和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您可按以下步

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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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维护关系，进入元数据详细页面： 

 

2. 点击“数据库”Tab 页，进入系统和数据库关系页面 

 

3. 点击 ，进入到数据库选择页面，选择数据库，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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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继续建立所有系统和数据库之间关系 

3.2.5 UMM 自动建立数据库和数据库以及系统和系统之间关系 

对于数据库和数据库以及系统和系统之间关系，UMM可自动通过后台汇总程序建立。 

3.3 数据地图位置调整及保存 

在您准备好数据地图相关的元数据以及元数据之间关系之后，即可在首页中浏览数据地图的初始图形，

初始图形是 UMM 通过图形算法自动生成，图形的位置不一定能满足您的要求，您可重新调整数据地图位置

并保存，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选中图中需要调整位置的节点，选择中间的拖动锚点，如红框所示： 

 

2. 拖动节点到合适位置，继续调整其余节点到合适位置 

3. 系统层次内部节点也可做位置调整，方法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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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需要调整节点的大小，您可通过上下两个控制点 可用来调整高度，左右两个控制点 可用

来调整宽度 

5. 右键数据地图空白处，点击菜单中的“保存设置”项 

 

6. UMM 提示“保存成功” 

注意：如果右键数据地图空白处，菜单中没有“保存设置”项，则需要申请管理员给自己的角色赋予

数据地图保存权限，请参考角色管理 

4 采集模板管理 

通过本章您可了解到如下内容： 

² 采集模板管理概述 

² 如何通过模板定制管理定制采集模板 

² 如何通过模板映射管理采集已有模板元数据 

² 如何通过 DB数据采集配置采集数据库中表的数据 

4.1 采集模板管理概述 

为更好支持离线的个性化的元数据采集，UMM 提供了对离线元数据采集。对于已有数据模板，您可通过

模板映射管理方式来采集元数据；对于没有数据模板，则可通过模板定制管理重新配置生成采集模板。 

 

4.2 模板映射管理 

模板映射管理可以提供对按照一定格式组合的 excel 里数据进行元模型和数据映射，以供元数据

治理平台按照模板映射的规则采集 excel里记录的元数据到元数据治理平台中。 

4.2.1 查看模板映射 

模板映射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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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创建模板映射 

点击‘创建模板映射’按钮进入‘元模型映射配置向导’之选择数据源，如下图： 

 

选择数据源并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模 Excel文件’页面，如下图 

 

选中 Excel格式的模板并完成上传，然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元模型配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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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左边菜单树的元模型，并点击 ，对元模型和模板进行映射； 

配置 sheet页面的标题起始行，标题结束行，数据起始行，数据结束标记等信息。 

 

 

选择当前的 sheet页，对当前 sheet页配置采集的数据列与元模型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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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元数据代码对应的列，元数据名称对应的列，以及元数据属性对应的列 

 

配置元数据的组合关系，当元模型存在组合关系时，为采集的元数据配置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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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组合端元模型，并且映射组合端元模型对应的标题列。 

 

配置元数据的依赖关系，当元模型存在依赖关系时，为采集元数据配置依赖关系，点击“关联列标题”

下的相应单元格可配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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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都配置完毕以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查看配置信息，并点击‘保存’按钮完成配置 

当模板映射管理完成后它与数据源关联了起来，这时在任务配置中对该数据源进行任务调度即可引用

此映射的内容。 

4.2.3 修改模板映射 

对应配置好的模板映射进行修改，选中一条模板映射记录，并点击 按钮，进入修改模

板映射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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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模板映射内容后保存即可 

4.2.4 删除模板映射 

对应配置好的模板映射进行修改，选中一条模板映射记录，并点击‘删除模板映射’按钮，确认后即

可删除 

4.2.5 下载模板 

1． 选择需要下载的模板。 

2． 点击‘下载模板’按钮，进行模板下载。 

5 元数据采集管理 

通过本章您可了解到如下内容： 

² 元数据采集管理概述 

² 查询采集适配器 

² 管理数据源 

² 进行采集任务配置 

² 运行手动采集 

² 进行采集入库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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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查询采集日志 

5.1 元数据采集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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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包括适配器，数据源，采集任务等的配置，服务器端则负责真正的采集数

据、转换数据、入库落地等操作。元数据采集管理包括适配器管理、数据源管理、任务配置、手动采集、

采集入库审核、采集日志查看。 

元数据采集的总体流程为： 

1. 建立悬挂点，如果有悬挂点则无需此步 

2. 创建数据源，创建数据源时如果选择需要审核，则采集后的数据不会立即入库，而是进入审核库，

等待审核，可通过采集入库审核功能进行审核 

3. 采集任务配置，如果是自动采集则在任务配置中配置调度时间，任务配置中也支持立即运行 

4. 如果是手动采集则可通过手动采集功能进行 

5. 采集过程中可以随时查看采集日志 

元数据来源繁多，贯穿于 BI系统的各个环节，如需求、设计、编码、测试、维护和升级。元数据的来

源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Ø 建模工具：Erwin、PowerDesigner、UML Rose 等 

Ø ETL/OLAP 工具：PowerCenter、DataStage、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存储过程、Perl 脚本等 

Ø BI/报表工具：Cognos、BI.Office、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等 

Ø 数据库：Oracle、DB2、Teradata、MS SQL Server等 

Ø 其他来源：XML、Excel、CSV、TXT、log 文件等客户化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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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适配器 

适配器是指针对不同的元数据来源，采用相应的采集方式获取元数据的程序。本章节全面介绍本模块

所有可用适配器，包括适配器对应的工具或产品的名称、版本，适配器工作的模式，工作参数列表等。目

前，适配器信息以初始化数据的形式整合到系统中，暂不提供编辑维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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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适配器对工具或产品的版本是敏感的，如 Cognos报表采集适配器使用 Web Service 技术访问报表

应用服务器的 API 接口，但 Cognos8.1 与 Cognos8.3 在接口方法上存在差异，因此适配器会区别处理；又

如 Erwin 采集适配器，对于 Erwin4.1.x与 Erwin7.x导出的 XML文件，格式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采

集 Erwin7.x的元数据时要先导出成兼容 Erwin4.1.x 格式的 XML文件，但后续会屏蔽或兼容该部分的差异；

又如数据库数据字典采集适配器，对数据库 MS SQL Server2000、2005和 2008在部分系统视图上存在的差

异，目前只能较好的支持后两者。 

若要开发客户化的适配器，请参考《元数据治理平台二次开发手册》相关章节。 

表 3.1.1-1 列出了目前本模块所有可用适配器，以及对应工具或产品的名称、版本，工作模式，如下： 

序号 适配器 工具/产品 工具版

本 

工作模式 备注 

1 Erwin 采集适配

器 

Erwin 设计工

具 

4.x 文件采集 采 集 导 出 的

XML 

2 PowerDesigner

采集适配器 

PowerDesigne

r 设计工具 

12.x 文件采集 采 集 导 出 的

XML 

3 DB 数据字典采

集适配器 

支持 JDBC 连

接的一切数据

库 

无 JDBC，文件采集 采集数据结构

及相关对象 

4 DB 数据记录采

集适配器 

数据库表内数

据 

无 JDBC 采集表的数据

记录 

5 DataStage 采集

适配器 

ETL 工 具 ：

DataStage 

7.5.x 文件采集  

6 PowerCenter 采

集适配器 

ETL 工 具 ：

PowerCenter 

8.6 文件采集  

7 Cognos 采集适

配器 

Cognos报表 8.1-8.4 Web Service 访问接口 

8 BI.Office 采集

适配器 

BI.Office 报

表 

6.0 Web Service 访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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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cel 采集适配

器 

Excel文件 无 文件采集 采集 Excel 文

件定义的数据 

10 Template 采 集

适配器 

Excel XML 文

件 

无 文件采集 将 Excel 另存

为 XML文件 

11 Perl 日志采集

适配器 

Perl 日志 无 文件采集 解析 Perl日志

的 SQL，分析数

据流向 

12 注释采集适配器 SP 注释、SQC

注释 

无 文件采集 按既定的注释

格 式 解 析

Mapping，参考

文档《SP、SQC

接 口 规 范

V1.0.doc》 

表 3.1.1-1 适配器 

5.2.1 适配器查询 

您可以查询当前系统有哪些采集适配器，查询的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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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查询页面后，系统默认查询所有的适配器。您也可以输入过滤条件查询符合条件的记录。 

Ø 查询条件 

（1） 适配器名称：模糊匹配，不区分大小写 

（2） 工具名称：模糊匹配，不区分大小写 

5.2.2 适配器查看 

您可以点击选中表格中的一条适配器，然后点击工具栏的“详细”按钮，或直接双击该适配器所在行，

就可以打开详细页面，查看适配的资料：适配器名称、工具/产品的名称与版本、适配器的工作模式、详细

参数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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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左边是“适配器工作模式”树，从上至下的结点依次是适配器、工具/产品的版本、工作模式；页

面右边是适配器的详细资料、工作模式对应的参数列表。您可以点击树上的不同“工作模式”叶子结点，

以查看不同的工作模式所对应的工作参数，了解该适配器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需要提供哪些参数。 

工作模式的参数列表有几个属性，下表解释这些属性的定义和用途： 

序号 属性名称 定义 用途 

1 参数代码 定义属性的唯一标识 用于程序处理的标识 

2 参数名称 参数的中文名称 用于使用户明白参数的含义 

3 默认值 参数的默认值 填写数据源时，默认以此“默认值”预

填。由于不同的采集源要求的数值不一

样，该默认值有时候并不正确，用户只

可用作参考，如 JDBC 方式采集数据库

的数据字典时的“驱动类”、“数据访

问 URL”等不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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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必填 取值：true、false 指示填写数据源的参数值时，参数值是

否必须填提供。True-必须提供，不能

为空；False-可选。 

5 是否内置参数 取值：true、false 如果是内置的参数，则创建数据源时不

需要用户填写，会由系统内部配置。 

6 描述 参数的详细解释 对参数的详细解释：取值范围、适用情

况等 

表 3.1.1-2 工作模式的参数定义 

5.3 数据源 

配置数据源是采集元数据的基础，它需要用户选择使用什么适配器，被采集的工具或产品的版本是什

么，适配器需要按什么工作模式执行采集，以及采集所需要的连接配置参数，比如说采集数据库数据字典

时，需要提供例如数据库的 IP地址、端口、用户、密码等信息。数据源管理就是对采集配置信息的管理维

护，您可通过界面来维护数据源，如新增、修改、删除、授权。 

5.3.1 数据源查询 

您可以查询当前已经创建了哪些数据源，查询的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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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查询页面后，系统默认查询所有的数据源。您也可以输入过滤条件查询符合条件的记录，如果不输入

任何信息，点击“查询”显示所有数据源信息。 

Ø 查询条件 

（1）数据源名称：模糊匹配，大小写敏感 

5.3.2 数据源创建 

假如您要采集元数据，请先创建数据源。您可以点击工具栏的按钮“维护数据源”—“增加”，弹出“新

增数据源”页面，显示如下： 

 

1、【基本信息】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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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数配置】页签 

填写说明： 

5.3.2.1 基本信息 

第一部分：填写数据源定义。 

（1）数据源名称：不能为空，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500个字节，一个双字节字符如中文、韩文等于两个英文

字母的长度。允许输入字符有数字、字母、中文、下划线等。数据源名称不能与已创建的数据源同名。 

（2）审核：选择“是”，则采集数据后需要审核人员审核后才能决定是否入库，见“采集入库审核”功能；

选择“否”直接入库。 

（3）描述：可选，对该数据源的简要描述，方便其他用户理解与使用该数据源。允许输入内容长度为 1000

字节。 

第二部分：选择采集适配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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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的数据字典，请选择“DB数据字典采集适配器”；例如采集 Erwin 的 XML文件，请选择“Erwin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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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等。相关问题请查看“适配器”章节。 

（2）工具版本：必选项，由于同一种工具/产品的不同版本对适配器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这里指

明其版本。假如适配器不用区分版本或无版本要求，一般选择“common”或“N/A”，表示“通用”或“无”

的意思；对于存在版本但无法一一表明的适配器，如“DB数据字典采集适配器”，由于面向多种版本的数据

库产品，如 Oracle 9i、10g，或 MS SQL Server2000、2005和 2008等，因此也只能选择“common”（采集

适配器负责在其内部屏蔽此类产品的差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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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存在几种常见的采集模式： 

Ø 文件上传（手动采集）：表示采集的数据源是文件，如 XML、Excel、文本等，不同的适配器对文件的格

式要求不同，如 xml、xls、txt 等，但一般支持 zip 压缩文件，您可以将多个符合格式的文件压缩成

zip文件后上传采集。文件可以在客户端本地，也可以放在指定的服务器目录下，该采集模式需要通过

“手动采集”触发适配器采集，请参考“手动采集”章节。 

Ø 服务器文件（定时采集）：表示采集的数据源也是文件，但仅指存在于指定的服务器目录下。文件可以

预先通过共享上传、FTP上传或程序生成的方式放置到该指定目录。该采集模式需要通过采集任务“定

时”采集，如每天晚上 12:00采集。请参考“任务配置”章节。 

Ø JDBC：目前主要是 DB数据字典采集适配器和 DB数据记录采集适配器使用，它们通过 Java驱动访问数

据库，获取相关的元数据。后续小节将介绍常见的几种数据库的采集配置。 

Ø Web Service：主要是报表类适配器，如 Cognos 采集适配器和 BI.Office 采集适配器使用，它们通过

访问报表应用服务器的 Web Service 接口获取元数据。 

（4）数据源悬挂路径：必选项，指采集的元数据在哪个结点显示。悬挂点的元数据根据不同的适配器，它

的元模型也不相同，适配器对应的悬挂点元模型可参考表 3.1.1-3： 

序号 适配器 悬挂点元模型 

1 Erwin 采集适配器 第 三 方 工 具 元 模 型 包 /ERWin 包 /ER 模 型 库

（ModelLibrary） 

2 PowerDesigner采集适配器 第 三 方 工 具 元 模 型 包 /PowerDesigner 包

/PowerDesigner 

3 DB数据字典采集适配器 核心模型包/关系型包/目录（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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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B数据记录采集适配器 视具体采集内容而定 

5 DataStage 采集适配器 第三方工具元模型包/DataStage 包/Ds_Repository 

6 PowerCenter采集适配器 第三方工具元模型包/PowerCenter包/PowerCenter 

7 Cognos采集适配器 第 三 方 工 具 元 模 型 包 /Cognos8 包 / 工 程

（Cognos8_Project） 

8 BI.Office 采集适配器 第 三 方 工 具 元 模 型 包 /BI.Office6 包

/BIOffice6_Respository 

9 Excel采集适配器 视具体采集内容而定 

10 Template 采集适配器 视具体采集内容而定 

11 Perl 日志采集适配器 核心模型包/转换包/ETL 工程（ETLActivity） 

12 注释采集适配器 应用包/注释解析包/注释文件（EtlAnnotateFile） 

表 3.1.1-3 悬挂点元模型参考 

5.3.2.2 参数配置 

请您在选择了适配器、工具版本和工作模式后，相应的在【参数配置】页签下填写工作参数。由于适

配器、工作模式不同，要求的工作参数也不同，如同样是采集数据库数据字典，若通过“JDBC”方式，工

作参数包括驱动类、URL 连接串、用户名、密码等，而若通过“文件”方式，则不需要填写任何参数。 

保存数据源前，系统会自动检测您是否填写了必须提供的参数，若缺失则会提示您输入必要的参数。

填写数据源参数时，若适配器预设有“默认值”则以“默认值”填写，但由于不同的数据源要求不一样，

该默认值有时候并不正确，您在填写时只可用作参考，比如 JDBC方式采集数据库的数据字典，参数“驱动

类”、“数据访问 URL”等，各个数据库并不通用，默认值只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 

对于使用“直连”方式，如 JDBC、Web Service 采集的数据源，在您填写参数后还可以使用“连接测

试”看看配置是否正确，检测是否能正常连接到数据库或报表应用服务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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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连接测试要求采集端 Extractor 处于运行状态，因为该操作是由 Extractor 执行的。如果

Extractor 没有启动，或者因网络、端口等问题无法连接到 Extractor，将无法测试连接是否正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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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各节将就几种常用的采集适配器，举例说明其数据源的参数如何填写： 

5.3.2.3 DB 数据字典采集 

采集数据库的数据字典是最常见的获取元数据的手段之一，但由于数据库产品种类繁多，标准不一，

因此这里只列举大多数企业经常使用的数据库产品。采用 JDBC方式连接数据库，一般需提供访问的用户名

和密码，请确保提供的用户名对被采集的数据库拥有足够的访问权限，如 CONNECT、SELECT 等。以下列出

几种常见的数据库产品的数据源参数配置： 

5.3.2.3.1 Oracle 

1. Oracle 数据库，常见版本是 Oracle 8i、9i、10g，配置如下： 

驱动=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数据访问 URL= jdbc:oracle:thin:@172.16.171.11:1521:myDB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2,MM （说明：一次采集多个数据库时，中间用逗号分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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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集用户的最低权限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MMEN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L_COMMEN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SOURCE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EX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_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_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TRAIN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L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VIEWS to yourUser; 

5.3.2.3.2 MS SQL Server 

1. MS SQL Server数据库，常见版本是 MS SQL Server2000、2005、2008 R2： 

方式 1：使用 microsoft 的驱动，配置如下： 

驱动=com.microsoft.sqlserver.jdbc.SQLServer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sqlserver://172.16.171.11:1433;databaseName=myDB; 

用户名=sa 

密码=xxxx 

需要采集的 Schema=dbo 

方式 2：使用开源的 jTDS JDBC驱动，配置如下： 

驱动=net.sourceforge.jtds.jdbc.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jtds:sqlserver://172.16.171.11:1433/myDB 

用户名=sa 

密码=xxxx 

需要采集的 Schema=dbo 

2. 采集用户的最低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schemas to your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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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elect on sys.objec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tabl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view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sql_modul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index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index_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foreign_key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foreign_key_colum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partition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partition_schem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data_spac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procedure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parameter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trigger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trigger_even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default_constraints to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sys.extended_properties to yourUser; 

说明：上述权限在 SQL Server2005和 2008上通过，在这些版本中以 sys 开头的对象是系统视图，而在 SQL 

Server2000 中 则 是 以 系 统 表 存 在 。 相 关 区 别 请 参 考 ：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87997.aspx。 

SQL Server 2000 中每个数据库内的系统表或函数映射到它们在 SQL Server 2008 中对应的系统视图或函

数： 

系统表或函数 系统视图或函数 视图或函数类型 

fn_virtualfilestats sys.dm_io_virtual_file_stats 动态管理视图 

syscolumns sys.columns 目录视图 

syscomments sys.sql_modules 目录视图 

sysconstraints sys.check_constraints 

sys.default_constraints 

sys.key_constraints 

sys.foreign_keys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sysdepends sys.sql_expression_dependencies 目录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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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filegroups sys.filegroups 目录视图 

sysfiles sys.database_files 目录视图 

sysforeignkeys sys.foreign_key_columns 目录视图 

sysindexes sys.indexes 

sys.partitions 

sys.allocation_units 

sys.dm_db_partition_stats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动态管理视图 

sysindexkeys sys.index_columns 目录视图 

sysmembers sys.database_role_members 目录视图 

sysobjects sys.objects 目录视图 

syspermissions sys.database_permissions 

sys.server_permissions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sysprotects sys.database_permissions 

sys.server_permissions 

目录视图 

目录视图 

sysreferences sys.foreign_keys 目录视图 

systypes sys.types 目录视图 

sysusers sys.database_principals 目录视图 

sysfulltextcatalogs sys.fulltext_catalogs 目录视图 

5.3.2.3.3 Teradata 

1. Teradata 数据库，常见版本是 V2R5.*、V2R6.*、12.0、13.0，配置如下： 

 

驱动=com.teradata.jdbc.TeraDriver 

数 据 访 问 URL= 

jdbc:teradata://172.16.171.11/CLIENT_CHARSET=cp936,TMODE=TERA,CHARSET=ASCII,LOB_SUPPORT=off,

DATABASE=myDB 

用户名=user 



                                                                     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第34页 

密码=xxxx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2,MM 

注意：旧版本的驱动类 com.ncr.teradata.TeraDriver依然可以使用，但会出现一个警告信息。旧版本需

要 3个 jar包：terajdbc4.jar、tdgssjava.jar、tdgssconfig.jar，新版本的驱动只需要 2个 jar包：

terajdbc4.jar、tdgssconfig.jar，其中 tdgssjava.jar不再需要，与之相关的 class 已经整合到

terajdbc4.jar中。详细介绍请参阅官网：

http://downloads.teradata.com/download/connectivity/teradata-jdbc-driver-13-0-0-6 

2. 采集用户的最低权限 

grant select on DBC.INDICES to yourUser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select on DBC.TABLES to yourUser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select on DBC.COLUMNS to yourUser with grant option; 

5.3.2.3.4 DB2 

1. DB2数据库，常见版本是 V8.*、V9.*、V10.*，配置如下： 

驱动=com.ibm.db2.jdbc.app.DB2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db2://172.16.171.11:5000/myDB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MM2 

说明：DB2需要的 jar包为 db2java.jar、db2jcc.jar。 

2. 采集用户的最低权限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TABLES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INDEXES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COLUMNS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FUNCTIONS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PROCEDURES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TABCONST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KEYCOLUSE to user your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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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CAT.INDEXCOLUSE to user yourUser; 

grant select on table SYSIBM.SYSVIEWDEP to user yourUser; 

5.3.2.3.5 Sybase 

1. Sybase 数据库，配置如下： 

驱动=com.sybase.jdbc.Syb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sybase:Tds:172.16.171.11:5007/myDB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MM2 

5.3.2.3.6 Informix 

1. Informix数据库，配置如下： 

驱动=com.informix.jdbc.Ifx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informix-sqli://172.16.171.11:1533/myDB:INFORMIXSERVER=myserver;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MM2 

5.3.2.3.7 MySQL 

1. MySQL数据库，配置如下： 

驱动=org.gjt.mm.mysql.Driver 

数据访问 URL=jdbc:mysql://172.16.171.11/myDB?useUnicode=true&characterEncoding=8859_1 

&autoReconnect=true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MM2 

说明：MySQL需要的 jar包为 mysql-connector-java-5.0.5.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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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8 PostgreSQL 

1. PostgreSQL数据库，配置如下： 

驱动=org.postgresql.Driver 

数据访问 URL= jdbc:postgresql://172.16.171.11/myDB 

用户名=user 

密码=password 

需要采集的 Schema=MM,MM2 

5.3.2.3.9 GAUSSDB100 

1. Gaussdb100数据库，配置如下： 

 

5.3.2.3.10 GAUSSDB200 

1. Gaussdb200数据库，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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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11 DAYU 

1. DUYU 数据库，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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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DB 数据记录采集 

DB 数据记录采集是指直接采集数据库中表或视图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任意方面的元数据，例如可

以是标准代码、指标定义、检核规则，也可以是结构化的数据字典等等。与 DB数据字典采集类似，它也采

用 JDBC方式连接数据库，因此配置参数大致是一样的，如驱动类、数据访问 URL、用户名、密码。相关配

置请参考“DB数据字典采集”，这里仅列出配置参数中差异的部分：数据库方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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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ernate底层通过 dialect 包来对各种数据库的差异进行抽象，它针对不同的数据库以及版本提供不

同的“数据库方言类”，以屏蔽操作上的差异。“DB 数据记录采集”需要使用数据库方言类的原因是，不同

的数据库对分页查询的语法不相同，在大量的数据记录查询时，分页查询可以显著提高效率，减少对数据

库资源的长时间占用。 

下面列出常见的数据库产品的 Hibernate 方言类，如表 3.1.1-4 

RDBMS 方言  

DB2 org.hibernate.dialect.DB2Dialect 

DB2 AS/400 org.hibernate.dialect.DB2400Dialect 

DB2 OS390 org.hibernate.dialect.DB2390Dialect 

PostgreSQL org.hibernate.dialect.PostgreSQLDialect 

MySQL org.hibernate.dialect.MySQLDialect 

MySQL with 

InnoDB 
org.hibernate.dialect.MySQLInnoDBDialect 

MySQL with 

MyISAM 
org.hibernate.dialect.MySQLMyISAMDialect 

Oracle (any 

version) 
org.hibernate.dialect.OracleDialect 

Oracle 9i/10g org.hibernate.dialect.Oracle9Dialect 

Sybase org.hibernate.dialect.SybaseDialect 

Sybase 

Anywhere 
org.hibernate.dialect.SybaseAnywhereDialect 

Microsoft SQL 

Server 
org.hibernate.dialect.SQLServerDialect 

SAP DB org.hibernate.dialect.SAPDB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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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ix org.hibernate.dialect.InformixDialect 

HypersonicSQ

L 
org.hibernate.dialect.HSQLDialect 

Ingres org.hibernate.dialect.IngresDialect 

Progress org.hibernate.dialect.ProgressDialect 

Mckoi SQL org.hibernate.dialect.MckoiDialect 

Interbase org.hibernate.dialect.InterbaseDialect 

Pointbase org.hibernate.dialect.PointbaseDialect 

FrontBase org.hibernate.dialect.FrontbaseDialect 

Firebird org.hibernate.dialect.FirebirdDialect 

Teradata 
com.primedata.UMM.core.common.hibernate.dialect.TeradataDialec

t 

表 3.1.1-4 Hibernate SQL方言 (hibernate.dialect) 

5.3.2.5 Cognos 报表采集 

Cognos采集采用 Web Service 方式连接报表应用服务器，配置参数的样例请见下表： 

参数代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样例 

ip ip地址 是 172.16.171.11 

port 端口号 是 8888 

userName 用户名 否 【空】 

password 密码 否 【空】 

namespace 名称空间 是 DEFAULT 

anonymous 是否匿名访问 是 true （用户和密码可以不填写） 

表 3.1.1-5 Cognos采集配置样例 

5.3.2.6 BI.Office 报表采集 

BI.Office 采集采用 Web Service 方式连接报表应用服务器，配置参数的样例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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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代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样例 

ip ip地址 是 172.16.171.11 

port 端口号 是 8080 

userName 用户名 否 admin 

password 密码 否 password 

表 3.1.1-5 BI.Office 采集配置样例 

5.3.2.7 Perl 日志脚本采集 

1、该采集为文件采集。首先创建悬挂点的元数据，其元模型选择“核心模型包/转换包/ETL 工程”，如下： 

 

2、创建数据源：适配器选择“Perl 日志采集适配器”，版本选择“common”，采集方式选择“文件上传（手

动采集）”，数据源悬挂路径则选择刚才创建的“ETL 工程”—【Perl 脚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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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数据源后，别忘记数据源的授权。 

3、上传文件采集 Perl 日志。菜单“元数据采集管理”--“手动采集”，如下： 

（1）数据源选择为“采集 Perl”，入库策略选择为“全量”，文件来源为“本地文件”，如下： 

 

点击“下一步” 

（2）选择 Perl 脚本文件，支持 3种格式：*.log, *.txt, *.zip，对于多个 Perl 脚本文件可以压缩为 zip

包文件，方便一次性选择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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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按钮，上传文件成功后会在表格的状态栏高亮提示继续“下一步”操作，如： 

 

 

点击“下一步” 

（3）确认上传采集的信息是否正确，无误后点击“完成”按钮，保存并开始采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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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采集日志，看采集是否成功。采集结束后，在主页“浏览”页签下查看采集到的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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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数据源修改 

若要修改数据源，请选中表格中的数据源，然后点击工具栏的按钮“维护数据源”—“修改”，或直接

双击要修改的数据源所在行，就可以打开编辑数据源页面，显示如下： 

 

修改相应的基本信息、参数配置，点击“保存”按钮使修改生效，或点击“关闭”按钮取消保存，关

闭窗口。 

注意： 

（1） 修改“数据源名称”不能与已存在的数据源同名。 

（2） 修改“数据源的悬挂路径”请慎用，特别是当该数据源被“采集任务”、“元数据映射”、“库表

映射”、“模板映射”引用时，有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错误。 

5.3.4 数据源删除 

若要删除数据源，请点击选中表格中的一条或多条数据源，然后点击工具栏的“维护数据源”—“删

除”，系统提示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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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是”删除数据源，点击“否”取消删除。 

注意： 

（1） 删除数据源，将同时删除数据源与角色之间的授权关系； 

（2） 被“采集任务”引用的数据源不能删除，若定要删除请先删除采集任务；被“元数据映射”引用

的数据源不能删除，若定要删除请先删除相关的元数据映射； 

（3） 若数据源被“库表映射”、“模板映射”引用，删除数据源后，相关映射将失效；若想映射起效，

则需要重新选择其他数据源并重新映射配置。 

5.3.5 数据源授权 

对数据源控制权限，目的在于控制元数据的采集只能由专业的、拥有数据源权限的用户负责，保证元

数据的采集工作纯粹性，即只要少部分人员参与即可，从而保证元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而其他人员无

需关心元数据的采集，可以更专注于元数据的上层应用。如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权限控制不同系统、不同

部门的负责人只能采集各自职责内的元数据，避免越权访问，如可控制采集 ODS 数据库的负责人，不能访

问 EDW系统的数据库。 

数据源授权通过对角色的权限控制，进而实现对相关人员的采集控制。您可以选中需要授权的数据源

（只能选择一个数据源），点击“授权”按钮，如下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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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数据源授权”页面，页面左边为“未授权角色”列表，页面右边为“已授权角色”列表，页面

中间是控制权限操作的按钮：授权（向右按钮）、移除（向左按钮），如下图： 

 

操作说明： 

（1） 授权：在“未授权角色”列表表格中，选中一行或多行（按住 Ctrl键或 Shift键），然后点击“授

权”（向右按钮）。授权成功，则弹出成功的提示框；否则，弹出失败的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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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除：在“已授权角色”列表表格中，选中一行或多行（按住 Ctrl键或 Shift键），然后点击“移

除”（向左按钮）。移除权限成功，则弹出成功的提示框；否则，弹出失败的提示框。 

除了可以通过对数据源分配角色的操作来控制权限外，还可以在“权限管理”模块针对角色分配数据

源来控制权限。详情请查阅“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分配数据源权限”章节，如下图是在角色管

理中对数据源进行授权的入口： 

 

5.4 任务配置 

本功能定义自动的、定时的采集任务。采集任务为自动调度的工作单元，为元数据的采集提供自动化的、

周期性的，或指定某个时间触发的机制。您可以通过界面来维护任务，如新增、修改、删除，可以配置任

务自动执行的时间、状态。 

您可以通过界面的方式“调整时间”，如按照：每分、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一次性多种方式来

设置调度的时间间隔、起始日期与结束日期。 

5.4.1 任务查询 

您可以查询当前已经创建了哪些任务，查询的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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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任务管理页面后，系统默认查询所有的采集任务。您也可以输入任务名称查询符合条件的任务，如果

不输入任何信息，点击“查询”显示所有采集任务记录。 

Ø 查询条件 

（1） 任务名称：模糊匹配，大小写敏感 

5.4.2 增加任务 

您可以点击列表的工具栏的按钮“维护采集任务”--“增加”，在弹出的“新增任务”窗口增加任务，

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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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任务名称：不能为空，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500个字节，一个双字节字符如中文、韩文等于两个英文字

母的长度。允许输入字符有数字、字母、中文、下划线等。任务名称不能与当前已存在的任务同名。 

（2）数据源名称：必选项。下拉选择，列出当前用户有权限的、可用于配置定时采集的数据源。注意，工

作模式为“文件上传（手动采集）”的数据源不在这里列出。该任务的采集调度触发时，采集适配器程序将

从所选的数据源获取工作参数，如数据库连接参数等。如果适配器没有工作方面的限制，不同的采集任务

可以引用相同的数据源，如采集某个数据库的数据字典，可以定义两个任务，一个定于工作日执行，另一

个定于非工作日或节假日执行。 

（3）入库策略：全量—采集时全量入库，入库时：比较知识库中已经存在的元数据，若元数据代码一样则

更新其内容，若库中尚未存在则插入新的元数据，若库中多余存在则删除库中的元数据；增量—采集时增

量入库：比较知识库中已经存在的元数据，若元数据代码一样则更新其内容，若库中尚未存在则插入新的

元数据，若库中多余存在则不作任何处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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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个字节。 

5.4.3 修改任务 

您可以在表格中选择需要修改的一个任务，然后点击工具栏的“维护采集任务”下的“修改”，在弹出

的“修改任务”窗口中编辑任务，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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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修改后的信息，按“保存”即可。 

修改说明： 

（1） 任务名称：修改后，不能与当前已存在的任务同名； 

（2） 入库策略：修改后，下次采集启动时生效，将使用最新的入库策略。 

（3） 数据源：数据源的修改分为两种情况：1）更换选择其他数据源；2）修改数据源的参数，如连

接数据库的参数。由于系统每次触发采集的时候，都是从数据源中获取最新的参数，因此对数

据源的修改会在下次触发采集时生效。 

5.4.4 删除任务 

您可以选中表格中的一条或多条采集任务，然后点击工具栏的“维护采集任务”—“删除”，显示提示

信息如下： 

 

点击“是”删除采集任务，点击“否”取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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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删除采集任务，不会删除相关的数据源； 

（2） 删除采集任务，将删除调度；若存在正在采集中的调度，不会马上终止采集，即采集调度与采集

任务的配置是分离的，删除操作不影响采集操作。 

5.4.5 调整时间 

采集任务通过设置其表达式来控制调度，您可以按照多种方式来设置采集触发的周期、时间。操作方

法如下： 

在表格中选择需要设置或调整时间的一个任务，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调整时间”，弹出窗口页面如下： 

 

1、第一步：选择调度的周期，可选项：每分、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一次性。举例说，假如你

需要每天晚上 12:00 执行采集，那么选择“每天”；假如你需要每半个小时执行一次采集，那么选择“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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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然后设置 30（注意不是选择“每小时”）；假如你需要在非工作日（weekend）执行，那么选择“每周”；

假如你需要在工作日（workday）执行，那么可以选择“每周”或“每天”。现在举例的是“每天晚上 12:00

执行采集”。 

2、第二步：点击“下一步”，填写“起始时间”即调度触发的时间为“00:00:00”，运行任务的频率为

“每天”，起始日期为明天“2010-11-30”，即采集作业会在 2010年 11月 30日凌晨 00:00:00首次触发，“结

束日期”可不填写，表示调度会一直运行，从起始日起每天凌晨 00:00:00准时触发采集，倘若设置“结束

日期”的话则到结束日后不再调度，因此届时也不会再触发采集。 

 

3、第三步：点击“下一步”，显示调度的描述信息，以及调度表达式，如下： 

 

点击“完成”，保存调度的时间配置；点击“取消”，则放弃保存配置。如下为保存后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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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任务的“运行状态”列变为绿色的状态，表示正在调度这个任务，若一旦到达预定义的触

发时间则会触发采集程序。 

配置调度时间时需要注意如下几个事项。 

注意： 

（1） 永远不能触发的配置。如下图中，按“每周”配置，起始日期为“2010-12-01”（星期三），结束日

期为“2010-12-03”（星期五），而需要触发的日期为“星期六”和“星期日”。显然，起始日期与

结束日期之间没有包含正确的日期值，因此该配置永远无法触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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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严格调度计划。例如需要配置一个任务“每 2 天”执行一次，调度用表达式是无法严格做到的，

如下图的配置中，按“每天”配置，生成的表达式是“0 0 1 2/2 * ?”，描述为“从 2011-01-02 起，

每 2 天，01:00:00”。但实际上每个月的天数是不一样的（28~31），这个触发器会在每个月开始时

重新计数，这就意味着紧随 7月 30日之后 8月 2 日才会触发，这样的间隔变成了“3天”而非“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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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将起始日期修改为“2011-01-01”，如下图，此时生成的表达式是“0 0 1 1/2 * ?”，描述为“从 

2011-01-01 起，每 2天，01:00:00”，但实际上会导致在 7月 31 日和 8月 1 日两天都触发，只有 1天的间

隔。 

当然，若你的采集不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时间周期上，这样的配置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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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法实现的调度表达式配置。假如需要配置一个任务“每 2周”执行一次，与上述的“每 2天”的

情况类似，调度表达式目前根本不支持“每 2周的星期一、二执行一次”的情况。因此，本模块不

提供“每 2周”这样的时间配置，如下图中，对“每隔多少周”的数值不允许调节（只能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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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中不存在的日期处理。假设某个任务需要每个月的月末执行一次，但每个月的天数是不一样的

（28~31），因此设置“日期”时存在多种状况：1）若选择“31”，则系统默认认为“每月的最后一

天”触发，如即使选择的月份为 2月、4月，那么在 2月的最后一天（28或 29日）、4月的 30日也

会触发，虽然 2月和 4月没有 31 日；2）若选择“30”，则只有月份中包含 30日的月份在当天触发，

其他月份被忽略；同理，选择 29也可能存在被忽略的月份，如平年的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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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间隔太短，采集无意义。如下图中，设置采集的时间间隔太短，频率太高，将可能导致系统资

源被占用。一般情况下，每次采集的时间都在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同，若时间间隔太短，将导致上

次的采集操作尚未结束，新的采集请求已经发起，资源耗费。我们建议，定时的采集可以设置为每

天或每周或每月采集一次，既可以及时更新元数据，也不会占用很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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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任务挂起/继续 

配置了一个任务后，假如您想在某个时间段内不计划调度采集，您可以通过“任务状态”—“挂起”

功能实现，如果您想再度运行则点击“任务状态”—“继续”。界面如下： 

 

状态中，绿色表示正常运行，灰色表示停止或暂时挂起不运行。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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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挂起：只有正在运行调度的任务可以挂起，停止的或已经挂起状态中的不允许； 

（2） 继续：只有处于挂起状态中的任务可以继续； 

5.4.7 立即运行 

创建一个采集任务后，您如果不想配置定时调度，而要求采用手动触发采集，那么可以通过点击工具

栏的“立即运行”按钮即时触发采集程序；即使已经配置了定时调度，点击“立即运行”也不影响正常的

调度计划。 

触发采集后，请到“采集日志”页面查看采集的状态、进度和采集日志信息。 

5.5 手动采集 

通过本功能，您可以在页面中选择本地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或者选择服务器文件来手动采集元数据。

相对于“自动采集”，手动采集功能属于手工方式实时采集。 

手动采集只能选择设置了适配器工作模式为“文件上传（手动采集）”的数据源，根据采集适配器不同，

要求上传的文件的格式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目前的适配器都允许上传多个文件，或者将多个文件压缩

后的 zip文件。如下表中列出了手动采集适配器允许上传的文件的格式限制、说明： 

序

号 

适配器名称 合法文件格式 服务器目录 说明 

1 Excel采集适配器 xls,xlsx EXCEL 1、创建数据源；2、模板定制；

3、上传文件采集； 

2 Template 采集适

配器 

xls,xlsx TEMPLATE 1、创建数据源；2、模板映射；

3、上传文件采集； 

3 Erwin采集适配器 xml ERWIN 在 Erwin 的工具中，选菜单

“File”—“Save as..”，在

弹出的“Erwin Save As”对

话框中，输入保存的文件名，

选择“保存类型”为“XML 

Files (*.xml)”，点击“保存”

即可 

4 PowerDesigner采 xml PD 在 PowerDesigner 的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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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适配器 选“File”，然后选“save”

或“save as…”，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保存为“ Physical 

Data Model (xml) (*.pdm)”

文件 

5 PowerCenter采集

适配器 

xml PC 导出 xml文件 

6 DataStage采集适

配器 

xml DATASTAGE 通过 DS客户端工具选择 job，

导出 job生成.xml文件 

7 Perl 日志采集适

配器 

log,txt,zip SQLPARSER  

8 注释采集适配器 zip,sql ANNOTATE 参考文档《SP、SQC接口规范

V1.0.doc》 

9 DB 数据字典采集

适配器 

txt DB 通过存储过程导出 txt 

表 3.1.1-6 文件采集的适配器 

5.5.1 采集本地文件 

以下举例说明如何采集 Erwin 文件的元数据，Erwin 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数据库建模工具，熟悉 Erwin 的采集

尤为重要。以下为操作步骤： 

1、 在 Erwin工具中，选菜单“File”—“Save as...”，在弹出的“Erwin Save As”对话框中，输入保存

的文件名，选择“保存类型”为“XML Files (*.xml)”，点击“保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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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数据源的“悬挂点”元数据，也就是在系统视图页面创建一个根元数据，其元模型为“ER 模型库

（ModelLibrary）”，如下图： 

 

3、 将创建的根元数据拖入系统视图“物理模型”中，以便其他用户可以看到这个根元数据以及等会采集到

的元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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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数据源。适配器选择“Erwin 采集适配器”，版本为“4.x”，采集模式为“文件上传（手动采集）”，

数据源悬挂路径为上一步创建的根元数据。如下图： 

 

点击“保存”创建此数据源，并点击工具栏按钮“授权”，对该数据源进行“授权”。 

5、 上传本地文件。进入手动采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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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源为上一步创建的数据源“Erwin- _Credit_Card_Model”，入库策略选择为“增量”（“全量”也

可以），文件来源选择“本地文件”，点击“下一步”； 

6、 点击“增加…”按钮，在弹出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找到第 1步导出的 XML文件“Credit_Card_Model.xml”，

注意：这里选择的是 XML格式的文件，而不是.er1格式的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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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其他的 Erwin（XML）文件需要采集，可以再次点击“增加…”按钮，然后选择。 

7、 上传文件。点击“上传”按钮，静候文件上传结束。若文件上传成功，文件所在行的最后一列的标志会

变成 ，然后表格的“状态栏”会高亮显示“文件上传成功，请点击‘下一步’继续”，此外，向导按

钮“下一步”也由原来的“不可用”状态变为“可用”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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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完成”保存此次上传文件的操作，发起即时的元数据采集。 

 

9、 进入“采集日志”页面，查看采集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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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务状态为“入库成功”则表示采集已经成功；同时，我们可以刷新视图树中的“物理模型”系统视

图，查看采集所得的 Erwin 元数据。如下图： 

 

此时，手动采集结束。 

5.5.2 采集服务器文件 

顾名思义，被采集的文件已经存放在 Web 应用服务器上的某个文件目录下，只需选择文件即可采集。这里

还是以 Erwin 的采集举例说明。以下为操作步骤： 

1、 创建悬挂点元数据、创建数据源以及数据源授权，不再赘述； 

2、 选择服务器文件。进入手动采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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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配置参数”，填写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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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填写待采集的文件目录，然后保存即可。 

 

4、 进入“采集日志”页面，查看采集状态。此次文件采集结束。 

5.5.3 操作要点 

1、 只适用于手动采集的数据源，创建时请选择工作模式为“文件上传（手动采集）”；并且，创建完毕后，

要对数据源授予角色权限； 

2、 文件已经上传，再选择其他的文件上传，是否影响已经上传的文件？没有影响。假设用户选择了文件

Model1.xml、Model2.xml，并完成上传，这时发现文件 Model3.xml 也是此次采集的文件之一，那么可

以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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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增加…”选择文件 Model3.xml，然后点击“上传”按钮，由于文件 Model1.xml、Model2.xml 已经成

功上传，此时只会上传文件 Model3.xml，并放入文件 Model1.xml、Model2.xml 所在的目录。因此，“上传”

操作只上传以下文件：未上传的、上传失败的。 

3、 如何删除多余的文件？点击“ 全部删除”按钮或点击“操作”列的图标，如下图： 

 

分两种情况： 

1） 文件尚未上传，如表格中的文件 Model3.xml，会直接删除这条记录，文件不再上传； 

2） 文件已经上传，如表格中的文件 Model1.xml、Model2.xml，除了删除记录外，还将删除服务器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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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删除后这两个文件不再作为此次采集的数据文件。 

4、 文件的格式依据适配器而定。相关信息请参考表 3.1.1-6。如果选择不正确的文件格式，系统将提示您

合法的文件格式是什么，如下选择的文件名为“Model-WrongType.txt”，提示为： 

 

5、 选择服务器文件时，其根目录在“系统配置”页面指定，第一层目录由适配器特定，其他层次的目录由

用户自己定义。第一层目录的命名详情，请参见表 3.1.1-6。根目录在“系统配置”中的“服务器目录

设置”模块指定，参数名称为“文件上传目录”，该参数由系统管理员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如下

图： 

 

5.6 采集入库审核 

对待审核的数据交由有权限的审核人员审核，写入元数据知识库的过程。元数据的审核目的在于保证

元数据的准确性，确保由合法人员采集的元数据才能进入元数据知识库，另外也可以确保采集到的元数据

挂到正确的悬挂结点上。 

需要审核的元数据，在采集的时候被写入一张预定义的“临时表”，只有经过审核人员审核之后，这批

元数据才能写入元数据知识库，如果审核不通过则从该“临时表”里删除，不会进入元数据知识库。处于

“待审核”的元数据，不会出现在元数据系统的视图树上，因此也不会被其他的用户使用到；但是，用户

想在页面上增加与“待审核”的元数据一样的元数据，也是不可以的，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的冲突。 

您若想采集的元数据需要经过审核步骤，则需要在“创建数据源”的时候，设置其“审核”属性为“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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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直连的、定时的采集可以不用采取审核手段，如通过 JDBC采集生产库的元数据，元数据即时反

应真实数据库的状况；对于文件形式的采集，如 SP 注释、SQC 注释、Excel 填写的数据表等，由于人为的

因素可能存在错漏，因此对于严格的元数据管理，“审核”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5.6.1 入库审核查询 

您可以查询当前有哪些数据需要审核，查询的主界面如下： 

 

默认查询采集所有的数据源的待审核元数据，您也可以选择指定的数据源来过滤查询。 

Ø 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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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源：列出所有的数据源。若选择数据源，则只查询指定的数据源的待审核批次；若没有

选择，则查询所有的数据源的待审核批次。 

Ø 查询结果 

（1） 只查询任务状态为“待审批”的任务批次，对于已经审核通过并已经入库的批次，不会出现在

查询结果中。可以在“采集日志”中看到任务批次的状态，如下图： 

 

（2） 查询的结果显示为统计信息，包括：数据源、待审核元数据（数量）、已审核元数据（数量）、

已驳回元数据（数量）、已审核依赖（数量）、已驳回依赖（数量）、采集日期。 

5.6.2 审核元数据树 

要查看具体的待审核元数据，您可以双击待审核的批次，或勾选行前面的勾选框后点击工具栏的“详

细”按钮，进入元数据审核页面，如下： 

 

元数据审核页面左边是 2 个页签：元数据审核、依赖关系审核，其中“元数据审核”审核显示的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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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元数据树，点击其中的树结点可以在页面右边显示其属性信息，您可以点击“通过”或“驳回”逐个

审核元数据，也可以点击“全部通过”、“全部驳回”对整批元数据审核。页面下部分是“审核情况”的总

结表，显示已经审核与未审核的数量信息。 

5.6.3 审核元数据关系 

点击“依赖关系审核”页签，列表显示全部待审核的依赖关系，如下图： 

 

元数据依赖关系的审核，是在元数据审核之后的，也就是说依赖元数据、被依赖元数据审核通过后，才能

对依赖关系审核。您可以点击“通过”或“驳回”逐个审核依赖关系，也可以点击“全部通过”、“全部驳

回”对整批元数据依赖关系审核。 

5.6.4 数据入库 

对元数据、依赖关系审核后，数据尚未进入元数据知识库，此时需要执行“入库”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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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入库”按钮将发起后台操作，该操作要求采集端程序 Extractor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由它负责

数据的存储。 

点击“返回”回退到审核查询的主页面，您可以继续其他批次的审核。 

5.7 采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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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任务实例记录其创建时间作为“开始时间”，并将“任务状态”状态置为“等待采集”；采集执行

时本次采集过程中的日志信息将写入实例日志表；采集结束后，“任务状态”根据采集的成功与否设置为“采

集失败”、“入库成功”、“待审批”，并记录“结束时间”。因此，查看采集日志可以查询到任务的如下信息：

开始时间、任务状态、结束时间、过程日志。 

5.7.1 日志查询 

假如您是采集人员，您可以查询你关注的自动采集、手动采集的日志信息，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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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日志页面后，系统默认查询最近发生的采集日志记录。您还可以在查询条件中选择数据源、任务

状态、采集执行的日期区间值，通过条件来查询符合的记录。 

Ø 查询条件 

（1） 数据源：显示所有的数据源；没有选择则查询所有的数据源的采集任务实例； 

（2） 任务状态：任务实例的状态，包括：等待采集、采集中、入库成功、入库失败，还包括与元数据审

批相关的状态：待审批、逾期未审、整批驳回、待入库。 

（3） 执行日期（>=）：开始时间的日期区间下限值，格式为 YYYY-MM-DD。该值必须小于或等于日期区间

上限值。 

（4） 执行日期（<=）：开始时间的日期区间上限值，格式为 YYYY-MM-DD。该值必须大于或等于日期区间

下限值。 

5.7.2 日志查看 

想要查看具体的日志信息，您可以点击采集批次后的“查看日志”链接，或双击该行记录，从而进入

日志详细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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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显示采集过程中的日志信息，如：日志时间、日志类型、日志级别、日志内容，若日志信息记

录数比较多则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50行。 

其他操作： 

返回：您可以点击“返回”按钮回到采集日志的主页面。 

刷新：您可以点击 按钮，刷新日记信息。 

5.8 DB 数据采集配置 

为解决通过 DB数据记录采集适配器采集元数据，通过 DB数据采集配置将 DB 记录中记录与元模型

进行映射 

5.8.1 增加库表映射 

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库表与模型映射向导，在数据源中会列出关于‘DB数据记录’的数据源，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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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源，并填写映射名称及映射描述后点击‘下一步’，页面如下图： 

 

选择页面左边元模型树要配置的节点，然后在页面右方输入查询脚本，属性映射，组合关系和依

赖关系，点击下一步并完成保存。 

5.8.2 修改库表映射 

点击库表映射记录并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方法同增加库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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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删除库表映射 

点击库表映射记录并点击‘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后即可 

5.9 各模块采集说明 

5.9.1 XML 类元数据采集(Hive、Hbase、Smartminer、Bdi) 

5.9.1.1 配置数据源 

 

增加数据源，依次在高级功能选项卡(Advanced features)中点击元数据采集管理(Metadata extractor) 

| 数据源(Data Sources) | 维护数据源(Maintain the data source)▼ | 增加(Add)按钮。 

 

弹出新增数据源窗口，在数据源名称中输入名称，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审核，适配器选择 Xml 采集

适配器(Bdi选择 ETL 工具 BDI的采集适配器)，工具选择 common，采集模式根据需要选择，有文件上传(手

动采集)与服务器文件(定时采集)两种，数据源悬挂路径从元数据树中选取悬挂点，悬挂点需要在添加节点

时是否为悬挂点选择是才能在此项中设置为悬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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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参数配置选项卡，编辑参数值，filePath 为需要采集的 XML 所在路径，xslPath 为 XML 所对应的

xsl 所在路径。点击保存，XML 类元数据数据源配置完毕。 

5.9.1.2 建立采集任务 

 

 在同一选项卡下依次点击任务配置 | 维护采集任务▼ | 增加 

 

 弹出新增任务窗口，在任务名称中填入任务名称，数据源名称选择上一步创建的数据源，入库策略有

激进全量、增量、保守全量三种，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点击保存后保存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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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 任务采集 

5.9.1.3.1 定时采集 

 

定时采集可以在采集日志中查看任务状态与详细日志。 

5.9.1.3.2 手动采集 

 

 手动采集需要在同一选项卡中点击手动采集，选择数据源与入库策略、文件来源。 

 

点击下一步后添加文件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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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3 立即执行定时采集 

 

 若要立即执行定时采集任务，需在任务配置页面选中需要执行的任务，点击立即运行。 

进行任务采集时请确保开启 RMI Server 服务 

5.9.2 EXCEL 类元数据采集(HDFS) 

5.9.2.1 配置数据源 

 

增加数据源，依次在高级功能选项卡中点击元数据采集管理 | 数据源 | 维护数据源▼ | 增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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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新增数据源窗口，在数据源名称中输入名称，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审核，适配器选择 Excel 采

集适配器，工具选择 common，采集模式根据需要选择，有文件上传(手动采集)与服务器文件(定时采集)两

种，数据源悬挂路径从元数据树中选取悬挂点，悬挂点需要在添加节点时是否为悬挂点选择是才能在此项

中设置为悬挂路径。 

5.9.2.2 建立采集任务 

 

 在同一选项卡下依次点击任务配置 | 维护采集任务▼ | 增加 

 

 弹出新增任务窗口，在任务名称中填入任务名称，数据源名称选择上一步创建的数据源，入库策略有

激进全量、增量、保守全量三种，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点击保存后保存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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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3 任务采集 

5.9.2.3.1 定时采集 

 

定时采集可以在采集日志中查看任务状态与详细日志。 

5.9.2.3.2 手动采集 

 

 手动采集需要在同一选项卡中点击手动采集，选择数据源与入库策略、文件来源。 

 

点击下一步后添加文件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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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3.3 立即执行定时采集 

 

 若要立即执行定时采集任务，需在任务配置页面选中需要执行的任务，点击立即运行。 

进行任务采集时请确保开启 RMI Server 服务 

 

 

5.9.3 JSON 类元数据采集(ISA) 

5.9.3.1 配置数据源 

 

增加数据源，依次在高级功能选项卡中点击元数据采集管理 | 数据源 | 维护数据源▼ | 增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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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新增数据源窗口，在数据源名称中输入名称，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审核，适配器选择 DB数据字

典采集适配器，工具选择 common，采集模式根据需要选择，有文件上传(手动采集)与服务器文件(定时采集)

两种，数据源悬挂路径从元数据树中选取悬挂点，悬挂点需要在添加节点时是否为悬挂点选择是才能在此

项中设置为悬挂路径。 

 
点击参数配置选项卡，编辑参数值，filePath为需要采集的 json 文件所在路径。 

5.9.3.2 建立采集任务 

 

 在同一选项卡下依次点击任务配置 | 维护采集任务▼ |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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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新增任务窗口，在任务名称中填入任务名称，数据源名称选择上一步创建的数据源，入库策略有

激进全量、增量、保守全量三种，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点击保存后保存该任务。 

5.9.3.3 任务采集 

5.9.3.3.1 定时采集 

 

定时采集可以在采集日志中查看任务状态与详细日志。 

5.9.3.3.2 手动采集 

 

 手动采集需要在同一选项卡中点击手动采集，选择数据源与入库策略、文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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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后添加文件并上传。 

5.9.3.3.3 立即执行定时采集 

 

 若要立即执行定时采集任务，需在任务配置页面选中需要执行的任务，点击立即运行。 

进行任务采集时请确保开启 RMI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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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关系型数据库采集(GP) 

5.9.4.1 配置数据源 

 

增加数据源，依次在高级功能选项卡中点击元数据采集管理 | 数据源 | 维护数据源▼ | 增加按钮。 

 

弹出新增数据源窗口，在数据源名称中输入名称，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审核，适配器选择 DB数据字

典采集适配器，工具选择 common，采集模式根据需要选择，有文件上传(手动采集)与服务器文件(定时采集)

两种，数据源悬挂路径从元数据树中选取悬挂点，悬挂点需要在添加节点时是否为悬挂点选择是才能在此

项中设置为悬挂路径。 

 

点击参数配置选项卡，编辑参数值，driver.class.name 为连接驱动，url为数据所在地址，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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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assword填入连接数据源的账号与密码，schemas为需要采集的 SCHEMA。 

5.9.4.2 建立采集任务 

 

 在同一选项卡下依次点击任务配置 | 维护采集任务▼ | 增加 

 

 弹出新增任务窗口，在任务名称中填入任务名称，数据源名称选择上一步创建的数据源，入库策略有

激进全量、增量、保守全量三种，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点击保存后保存该任务。 

5.9.4.3 任务采集 

5.9.4.3.1 定时采集 

 



                                                                     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第92页 

定时采集可以在采集日志中查看任务状态与详细日志。 

5.9.4.3.2 手动采集 

 

 手动采集需要在同一选项卡中点击手动采集，选择数据源与入库策略、文件来源。 

 

点击修改数据源 

 



                                                                     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第93页 

 
在参数配置选项卡中参照配置数据源填入数据源连接信息 

 

在文件来源中选择服务器文件，点击下一步 

 

打开服务器文件列表，选择需要采集的文件，点击下一步，开始手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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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3.3 立即执行定时采集 

 

 若要立即执行定时采集任务，需在任务配置页面选中需要执行的任务，点击立即运行。 

进行任务采集时请确保开启 RMI Server 服务 

5.10  元数据基本信息 

5.10.1 新增元数据 

点击‘新增’按钮，选择新增的类型后，弹出新增元数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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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修改元数据 

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元数据页面，如下图： 

 

5.10.3 删除元数据 

点击‘删除’按钮，选择需要删除的元数据，点击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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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维护关系 

点击‘维护关系’，弹出元数据关系维护页面，如下图： 

 

5.10.5 查看历史 

点击‘查看历史’，进入查看历史页面，可以查看元数据详情，互相比对，与最新比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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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 版本管理 

点击‘版本管理’，选择查看版本，进入版本查看页面，如下图： 

 

点击‘版本管理’，选择版本比对，版本比对页面，选择需要比对的版本，点击统计差异，进行

版本的比对，如下图： 

 

点击‘版本管理’，选择发布版本，进入发布版本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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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 影响分析 

点击‘影响分析’，进入元数据的影响分析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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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 血统分析 

点击‘血统分析’，进入元数据血统分析页面，如下图： 

 

5.10.9 全链分析 

点击‘全链分析’，进入元数据血统分析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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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服务接口管理 

5.11.1 查询服务接口 

您可以查询当前系统有哪些接口，查询的主界面如下： 

 

5.11.2 编辑服务接口 

勾选服务接口页面中的接口，点击编辑，进入编辑服务接口页面，可以对服务状态进行编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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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5.11.3 服务接口详情 

勾选服务接口列表中的接口，点击页面中的详细按钮，进入接口详情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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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激活服务接口 

服务中的接口为过期，需要激活时，点击服务接口页面中的激活按钮，如下图： 

 



                                                                     数据治理平台元数据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第103页 

5.11.5 服务接口权限控制 

在系统管理模块系统参数菜单中，参数名称为接口安全控制，参数值配置为 1 时，则开启接口服

务访问的校验，校验用户的权限是否有服务接口菜单的权限；参数值配置为 0 时，接口服务不进行校

验证。服务接口菜单的权限在角色管理中进行分配。 

5.12 模型质量检测 

模型质量检测可以对于表命名规范性/字段命名规范性/字段类型规范性/备注规范性/数据表名重复进行

检核。 

在模型质量检测页面，选择检测对象在选择检测规则后，点击页面中的执行检测按钮，进行检测，如

下图： 

 

 

 

6 元数据变更管理 

6.1 元数据变更查询 

元数据变更查询用于查询发生变更的元数据，提供过滤筛选功能，主要分为筛选区，列表区，图形展

示区：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在筛选区选择检索条件，点击《查询》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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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数据版本管理 

7.1 版本查询 

用户可以在此界面看到元数据的发布版本历史，同样在此界面“筛选区”包含检索功能，可以针对版

本的属性信息进行检索： 

 

选中列表区某条记录，点击《版本概要》，查看，此版本的详细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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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区的记录，点击《版本树》查看版本树信息，点击左侧元数据树，查看具体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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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版本发布 

此界面提供元数据“定版”功能，用户根据需要将元数据进行定版，定版后可以在版本查询中进行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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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数据分析 

8.1 表关联度分析 

此界面提供给用户查看所有表的关联度的功能，列表界面展示出了元数据的基本信息及表关联度信息，

双击列表记录可以跳转至具体的元数据信息界面： 

 

8.2 属性值差异分析 

用户可以在本界面对两个元数据进行差异对比分析，在两棵元数据树上分别选中一个节点，点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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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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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数据导出 

9.1 元数据导出 

元数据导出界面用于将有需要的元数据进行导出： 

 
 

10 用户视图管理 

10.1 用户视图创建 

用户视图用于快捷方式显示。创建步骤如下： 

1、请先点新增用户视图按钮，输入视图名称，显示图标可先不填，使用默认图标； 

2、请在视图上创建文件夹；提示: 在视图树上可以通过右键快捷菜单编辑视图或结点； 

3、请从左边的系统视图树拖拽数据到相关的视图文件夹中，完成用户视图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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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视图界面，点击右侧创建用户视图按钮。 

 

打开创建视图窗口，输入视图名称，图标与视图描述为选填内容。点击创建完成视图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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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新增文件夹 

 

在用户试图界面选中要新增文件夹的视图，点击增加，弹出创建文件夹【视图名】窗口，输入文件夹

名称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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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用户视图删除 

 

点击需要删除的视图，点击删除按钮，弹出提示后选【是】，完成视图的删除 

 

10.4 设置默认视图 

选中需要设置为默认视图的视图，点击默认视图按钮，待图标由 变为 ，设置完毕 

 

11 系统视图管理 

您可通过系统视图对原始采集的元数据从分类角度重新组织，组织好的系统视图通过授权可提供给不

同角色，并在用户查找元数据时更加方便和贴近用户的使用习惯，如所有的数据库信息都归类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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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再如管理类元数据如部门和人员都归类到“组织架构”视图。 

UMM默认建立如下系统视图： 

序号 名称 类别 归类规则和描述 

1 系统 业务元数据 包含企业中的各个系统、子系统以及系统在数

据 流 向 中 的 层 次 。 相 关 元 模 型 是 ：

SystemLevel、System 

2 服务器 技术元数据 包含各应用系统、数据库所在网络节点的 IP、

网关、物理位置、配置信息等，方便查阅 

3 数据库 技术元数据 一般包含各系统的数据库的数据字典，支持多

种数据库直连采集，如 Oracle、Teradata、

SQL Server2005/2008、DB2以及支持通用 JDBC

连接访问的其他数据库。相关元模型是：

Catalog、Schema 

4 物理模型 技术元数据 一般包含系统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模型等

信 息 ， 通常来 自 于设计工具 Erwin 、

PowerDesigner等的物理模型、逻辑模型元数

据 。 相 关 元 模 型 是 ： ModelLibrary 、

PowerDesigner 

5 数据标准 业务元数据 包含数据主题、维度、指标、代码等企业标准，

数据安全标准、指标体系、代码规则、业务术

语等 

6 数据质量 业务元数据/技术元数

据 

包含与数据质量相关的元数据，如检核规则 

7 ETL 与 OLAP  技术元数据 包含数据加工过程中的元数据，如源表/字段、

目标表/字段、转换的程序或存储过程，这些

元数据主要来源于 ETL 工具和 OLAP 工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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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Center、DataStage，以及人工维护的

Excel格式的 Mapping、数据需求 

8 报表 业务元数据/技术元数

据 

包含与报表相关的元数据，如报表的数据模

型、业务定义、数据项等，目前这些元数据主

要来源于报表工具，如 Cognos、BI.Office。 

9 组织架构 管理元数据 一般包含管理元数据，如组织、部门、岗位、

职员。如职员一般包含其部门、联系电话，针

对某类具体的元数据可能对应一个或多个负

责人或主管部门，从而可以通过负责人了解元

数据的来源等其他信息。 

10 作业 操作元数据 包含作业、作业关系、作业调度等 

11.1 系统视图查询 

您可以查询系统已经存在哪些系统视图了，查询系统视图的主界面如下： 

 

默认查询所有的系统视图。您也可以输入过滤条件来查询符合条件的记录。 

Ø 查询条件 

（1） 用户代码：模糊匹配，按照系统视图的“创建者”的用户代码查询； 

（2） 视图名称：模糊匹配，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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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系统视图定制 

若您要定制系统视图，可以点击工具栏的“管理视图”按钮，或双击表格中的任意一行，进入系统视

图定制页面： 

 

页面左边为“系统视图”，右边为“用户视图”。系统视图定制主要包括如下操作：新增/删除系统视图

、新增/删除文件夹 、重命名视图 、重命名文件夹

、装入/删除节点、视图授权 、视图排序 。 

11.3 新增/删除视图 

1、 创建视图 

点击页面右边工具栏上的“ 视图”按钮，弹出“创建视图”对话框，请您填写系统视图的名称等信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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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毕后，按“确定”按钮保存，或按“取消”按钮放弃保存。若保存成功，则视图结点自动显示在页

面右边的视图树上。 

填写说明： 

（1）视图名称：不能为空，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250个字节，一个双字节字符如中文、韩文等于两个英文字

母的长度。允许输入字符有数字、字母、中文、下划线等，不允许输入字符有&、<、>、^、~、\、/、单引

号、双引号、问号、冒号、分号。视图名称不能与当前已存在的系统视图同名，即所有的系统视图名称不

重复。 

（2）显示图标：可选，视图结点的图标，可提供个性化的图标，路径为 Web相对路径。考虑在未来的版本

中提供选择图标的方式。 

（3）视图描述：可选，对当前所创建视图的简要描述，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500个字节。 

2、 删除视图 

点击选中要删除的系统视图，点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按钮，或在视图结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

单上点“删除”，如下图：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是”删除所选视图，或点击“否”放弃删除。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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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视图时，该视图树被整棵销毁，视图、文件夹与元数据的“悬挂”关系被解除，但元数据不会被“物

理删除”，即在原始元数据树上依然存在。 

11.4 新增/删除文件夹 

为了组织和管理元数据，您可以在视图下创建一层或多层文件夹，文件夹层次深度没有限制，但为了使用

和查找方便，建议在 5层以内最好。 

3、 创建文件夹 

点击选中系统视图结点后，点击工具栏上的“ 新增”按钮，或在视图结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

上点“新增文件夹”，如下图： 

 

弹出“创建文件夹”对话框，请您填写文件夹的名称等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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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毕后，按“确定”按钮保存，或按“取消”按钮放弃保存。若保存成功，则文件夹结点自动显示在

页面右边的视图树下。 

填写说明： 

（1）文件夹名称：不能为空，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250个字节，一个双字节字符如中文、韩文等于两个英文

字母的长度。允许输入字符有数字、字母、中文、下划线等，不允许输入字符有&、<、>、^、~、\、/、单

引号、双引号、问号、冒号、分号。文件夹名称不能与同一层次的文件夹同名。 

（2）显示图标：可选，文件夹结点的图标，可提供个性化的图标，路径为 Web相对路径。考虑在未来的版

本中提供选择图标的方式。 

4、 删除文件夹 

点击选中要删除的文件夹，点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按钮，或在文件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上

点“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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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是”删除文件夹，或点击“否”放弃删除。 

操作说明： 

删除文件夹时，该文件夹分支被销毁，它包含的其他文件夹也同时被删除，文件夹与元数据的“悬挂”关

系被解除，但元数据不会被“物理删除”，即在原始元数据树上依然存在。 

11.5 重命名视图 

您可以重命名系统视图，请在需要重命名的视图结点上点击右键，然后在快捷菜单中点“重命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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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新的名称，按“确定”或直接回车保存，如图： 

 

注意： 

（1） 视图的新名称的命名规则与创建视图时的命名规则相同； 

（2） 重命名后的视图名称不得与当前已经存在的其他视图名称相同。 

（3） 若您只是想修改视图的“图标”、“描述”信息，则在右键菜单中选择“修改属性”。 

11.6 重命名文件夹 

你可以重命名文件夹，请在需要重命名的文件夹结点上点击右键，然后在快捷菜单中选“重命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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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新的名称，按“确定”或直接回车保存，如图： 

 

注意： 

（1） 文件夹的新名称的命名规则与创建文件夹时的命名规则相同； 

（2） 重命名后的文件夹名称不得与当前结点层次已经存在的其他文件夹名称相同。 

（3） 若您只是想修改文件夹的“图标”信息，则在右键菜单中选择“修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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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装入/删除结点 

1、 装入结点 

定制视图树的目的就是装入元数据结点，组织结构。您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拽结点”装入元数据，即鼠标

左键点中左页面的树的结点，拖动鼠标，到达右页面的树的视图或文件夹，释放鼠标。由于左页面的树是

原始“元数据树”，包含多种结点类型，其中只允许拖拽如下结点： 

Ø 元数据结点 

Ø 元模型结点 

你可以选择多个结点然后批量拖拽，如下方式可以选中多个结点：按住 Ctrl键或 Shift键，然后点击

鼠标左键。需要注意：一次性批量拖拽 200个以上的结点，可能会导致浏览器运行变慢，出现类似“假死”

的状态。 

鼠标“拖拽结点”方式装入元数据，如下图： 

 

注意： 

（1）允许拖拽的“源”结点类型：元数据、元模型；不允许拖拽的“源”结点类型：页码； 

（2）允许拖放的“目标”结点类型：视图、文件夹；不允许拖放的“目标”结点类型：元数据、元模型、

页码； 

（3）相同的元数据结点，不能拖放到相同层次的结点下。如上图中的元数据结点“ODS”，不能两次拖放到

视图结点“数据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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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拖拽“元模型”结点到视图树中，生成的结点的默认命名规则是：[上级结点名称]+“-”+[元模型名

称]，名称不包含中括号。如将数据库 A下的“表”元模型拖入视图树，得到结点“A-表”；假使对数据库 A、

数据库 B 都拖拽它们的“表”元模型到视图树中，则出现“A-表”、“B-表”结点，方便区分。您也可以

对拖放后的元模型结点“重命名”，如将“A-表”重命名为“XX系统源表”，如下图： 

 

（5）相同的元模型结点，不能拖放到相同层次的结点下。即数据库 A下的“表”只能在视图或文件夹下出

现一次（按 ID判断，即使重命名后也可以判断出是否重复），不同层次则没有限制。 

（6）视图树支持“分页”功能：视图或文件夹下，若包含元数据结点超过一定的数量（如 500），将自动出

现“页码”结点，如“第 1 页”、“第 2 页”等；但刚刚达到 500个，不会出现页码结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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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结点 

对已经装入视图树的元数据、元模型结点，有时候需要将其从视图中移除出去，此时可以使用“删除”结

点功能。其中，允许删除的结点包括： 

Ø 元数据（仅限位于视图或文件夹下的） 

Ø 元模型（仅限位于视图或文件夹下的） 

Ø 页码（仅限位于视图或文件夹下的） 

（1） 删除元数据 

点击选中要删除的元数据，点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按钮，或在元数据结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

单上点“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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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该操作的结果只是将元数据从视图或文件夹中移除，并没有“物理删除”元数据。 

（2） 删除元模型 

点击选中要删除的元模型，点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按钮，或在元模型结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

单上点“删除”，如下图： 

 

提示：该操作的结果只是将元模型、元数据从视图或文件夹中移除，并没有“物理删除”元模型、元数据。 

（3） 删除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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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中要删除的页码，点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按钮，或在页码结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上

点“删除”，如下图： 

 

提示：该操作的结果只是将页码下的元数据从视图或文件夹中移除，并没有“物理删除”元数据；删除页

码后，其上级结点重新刷新，页码重新编排。 

11.8 视图授权 

系统视图经由系统的“数据管理员”创建后，其他用户还是无权查看的，这时需要进行系统视图的授权。

一般可以根据用户的类型、使用习惯，如技术用户、业务用户来对系统视图划分、授权。 

点击工具栏的“视图授权”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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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视图授权的窗口，如下图： 

 

操作说明： 

（1）“显示”按钮：用于查看某个角色已经授权的系统视图。选中右边的一个角色后，点击“显示”按钮，

则左边的系统视图刷新，其中只有该角色已经授权的系统视图处于“勾选”状态，没有授权的处于“非勾

选”状态。 

（2）“授权”按钮：可以对多个角色一次授权多个视图。即在右边选中多个角色，左边选中多个系统视图，

然后点击“授权”则可将目前选中的多个系统视图都授权给选中的角色。如可以在上图中同时选中角色“技

术用户”和“业务用户”，并在左边选中多个系统视图“系统信息”、“数据库”，而其他系统视图不勾选，

此时点击“授权”，那么角色“技术用户”和“业务用户”对系统视图“系统信息”、“数据库”有查看权限。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勾选的其他视图，并不会从角色“技术用户”和“业务用户”中撤销权限（假若他们

已经有授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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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撤回”按钮：与“授权”相反，它负责撤销角色对系统视图的授权。基本操作与“授权”类似。 

（4）“关闭”按钮：关闭当前窗口。也可按 Esc键退出窗口。 

注意： 

Ø 视图授权只属于视图层面的授权，与数据级别授权不一样。若要对元数据授权，如控制元数据的增、

删、改，请查阅“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分配资源”—“对元数据授权”章节，如下图是在

“角色管理”中对角色分配元数据权限的入口： 

 

Ø 数据授权与元数据的“浏览”、“查询”息息相关。在系统首页的“浏览”页签下的“系统视图”中，

只有已授权的系统视图可以显示；在“查询”页签下，默认的检索范围只限于已授权的系统视图（如

下图），因此若你检索的结果中没有返回你预料的数据，请先检查是否已经给视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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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视图排序 

由于不同的用户对系统视图在“系统视图”上的显示顺序要求不同，因此您可以通过“视图排序”功

能调整结点的位置。 

在“管理系统视图”页面上，点击选中右边树上的系统视图结点，然后点击向上或者向下的箭头按钮，

可以调整视图的显示顺序，如下两图为调整前后的图片： 

 

 

 

12 元模型管理 

本章包括以下几部分： 

² 元模型概念简述 

² 创建和编辑元模型 

² 在元模型管理中创建和编辑元模型 

12.1 元模型概念简述 

元模型是对元数据的定义，包括包、类、数据类型三种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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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删除和修改包、类、数据类型信息的功能。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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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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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类：定义了元数据对象的类型。例如，对于从 PowerCenter这个 ETL 工具中来的元数据，在 PowerCenter

包中，会定义一个 Source类，用这个类可以描述 PowerCenter 工具中定义 Mapping 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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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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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元模型管理使用说明 

12.2.1 交互区域说明 

元模型管理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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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Center

包，在界面的右侧就列出了这个包相关的信息，包括上方的基本信息，和下方的子包的列表信息。 

以下是最左侧的元模型树的操作按钮说明： 

在树的上方，点击 可对元模型树的刷新，点击 可切换树上的显示名称，点击 可增加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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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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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类增加一系列的属性和关

系，从而创建出元模型。 

操作步骤如下： 

1. 先点击 在元模型树上建立一个根包，命名为“第三方工具元模型包”，这样就在元模型树上，

增加了一个 的节点。 

2. 点击 节点，在右侧区域中，子包列表部分，增加一个“PowerCenter 包”的

子包，即子包列表如下图： 

 

3. 双击该条记录，即进入 PowerCenter包的详细信息页面，点击类 Tab 页，如下： 

 

4. 点击 按钮，可增加类，如图，增加了一个名为“Source”的类： 

 

5. 点击数据类型 Tab 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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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按钮，可增加数据类型。 

 

12.3 创建和编辑元模型 

12.3.1 包管理 

在元模型树中点击包，展示包的操作页面，对根包以及其子包的操作，包括包信息的增加、修改和删

除，包中的类和数据类型的管理，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12.3.1.1 包的基本信息 

修改： 

在元模型树中，选中要修改的根包或是其他的包节点，点击‘修改’，修改页面如下图所示，修改包名

和描述信息，其中包代码不可以修改，点击‘保存’后，修改包信息。 

 

删除： 

在元模型树中，选中要删除的根包或是其他包节点，点击‘删除’，删除页面如下图所示，删除包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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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删除该包下的所有子包、所有类其中包括继承关系、组合关系、依赖关系；删除数据类型，删除元数

据。确认删除后，与模型包有关的数据都将被删除。 

 

 

查询过滤子包： 

在查询页面中输入要查询的包代码、包名称，点击‘查询’，显示相应的子包信息，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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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子包： 

点击‘增加’，页面如下图所示，输入包代码、包名和描述，其中包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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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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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子包页面 

修改子包： 

点击‘修改’，修改页面如下图所示，修改包名和描述信息，其中包代码不可以修改，点击‘保存’后，

修改子包信息。 

 

 

删除子包： 

点击‘删除’，删除页面如下图所示，删除包的同时会删除该包下的所有子包、所有类其中包括继承关

系、组合关系、依赖关系；删除数据类型，删除元数据。确认删除后，与元模型有关的数据都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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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 包的类信息 

类查询： 

输入要查询类的代码、类名，点击‘查询’，查询相应的类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新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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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增加类’，新增类的信息，输入类代码、类名、是否抽象类、是否显示下级、作者、图标和描述，

其中类代码和类名是必须输入的，作者就是当前登录的用户，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修改类： 

点击‘修改类’，如果为选择任何类，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弹出类信息修改页面，修改类名、

是否抽象类、是否显示下级、图标和描述，其中类代码不可以被修改，作者是当前登录用户，其页面图如

下所示。 

 

删除类： 

点击‘删除类’，如果未选择记录，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确认删除信息，点击‘确认删除’，则将

会删除类、该类的继承的、组合关系、依赖关系的类，以及元数据分支信息，其页面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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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3 包的数据类型信息 

查询： 

输入要查询的数据类型代码，数据类型名称，点击‘查询’，查询所相应的数据类型，其页面如下图所

示。 

 

新增数据类型： 

点击‘新增数据类型’，输入数据类型代码、数据类型名、是否内置、是否枚举类型、枚举代码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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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据类型代码、数据类型名和枚举代码为必须填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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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页面图如下所示。 

 

修改数据类型： 

点击‘修改数据类型’，如未选择数据类型，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修改数据类型名、枚举代码

和描述，其中数据类型代码、是否内置、是否枚举类型不可编辑，点击‘保存’后，修改数据类型信息，

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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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 类管理 

在元模型树中选择中类，其展示与类相关的信息，对类的管理包括基本信息、父类、子类、组合关系、

被组合关系、依赖关系、被依赖关系的管理。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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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1 类的基本信息 

修改： 

在【基本信息】中，点击‘修改’，修改类名、是否抽象类、是否显示下级、图标和描述，其中类代码

不可以被修改，作者默认为登录用户，其界面如下图所示。 

 

删除： 

在【基本信息】中，点击‘删除’，显示删除会引起的风险，包括删除的类，与类有继承关系、组合关

系、依赖关系的类，以及元数据分支，其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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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过滤属性： 

在【基本信息】中，点击‘查询/过滤’，在查询页面中输入要查询的属性代码、属性名称，点击‘查

询’，显示相应的属性信息，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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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属性： 

点击‘新增’，其页面如下图所示，输入属性代码、属性名称，继承性、编辑控件、是否只读、是否空、

是否分析显示、是否逻辑主键和描述，其中所属类代码是默认的，属性代码、数据类型和编辑控件是必须

填写的，长度、精度、最小值、最大值默认是不可编辑的，输入后点击‘保存’，保存增加的属性信息。 

 

修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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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信息】页面，属性列表中，点击‘修改’，修改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未选择属性，则提示‘请

选择记录’，否则修改属性代码、属性名称、继承性、数据类型、编辑控件、是否只读、是否空、是否分析

显示、是否逻辑主键和描述，修改后点击‘保存’，保存修改的属性信息。 

 

删除属性： 

在【基本信息】页面，属性列表中，点击‘删除’，如果未选择属性，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提

示确‘实要删除所选的属性吗？’，选‘是’，删除属性。 

12.3.2.2 类的父类 

查询： 

在【父类】中，输入要查询的父类类代码、父类类名，点击‘查询’，查询相应的父类信息，其页面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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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父类： 

在【父类】中，点击‘新增父类’，输入父类代码，其中父类代码为必须填写的，点击‘保存’，保存

父类信息，其页面图如下所示。 

 

删除父类： 

在【父类】中，点击‘删除父类’，如果未选择父类，则提示‘请选择记录’，否则提示‘确认要删除

父类吗？’，点击‘是’，删除父类以及相关信息。 

 

12.3.2.3 类的子类 

查询： 

在【子类】中，输入要查询的子类类代码、子类类名，点击‘查询’，查询相应的子类信息。其页面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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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4 类的组合关系 

查询： 

在【组合关系】中，输入要查询的关系代码、关系名、被组合端类代码和被组合端类名，点击‘查询’，

查询相应的类的组合关系，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新增组合关系： 

在【组合关系】中，点击‘新增组合关系’，显示界面如下所示，输入关系名称、组合端多重性、被组

合端代码、被组合端多重性和描述，其中组合端多重性、被组合端类代码和被组合端多重性为必须填写的，

组合端类代码是默认不可编辑，点击‘保存’，保存新增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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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组合关系： 

在【组合关系】中，点击‘修改组合关系’，显示页面如下所示，修改关系名称、组合端多重性、被组

合端类代码、被组合端多重性和描述，点击‘保存’，保存修改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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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5 类的被组合关系 

查询： 

在【被组合关系】中，输入要查询的关系代码、关系名、组合端类代码和组合端类名，点击‘查询’，

查询相关的被组合关系信息。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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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6 类的依赖关系 

查询： 

在【依赖关系】中，输入要查询的关系代码、关系名、被依赖端类代码和被依赖端类名，点击‘查询’，

查询相应的类的依赖关系，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新增依赖关系： 

在【依赖关系】中，点击‘新增依赖关系’，显示界面如下所示，输入关系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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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保存新增的

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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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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7 类的被依赖关系 

查询： 

在【被依赖关系】中，输入要查询的关系代码、关系名、依赖端类代码和依赖端类名，点击‘查询’，

查询相关的被依赖关系信息。其页面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