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 

  

                              

 

 

 

 

 

 

华傲数据政务大数据融合平台 

系统使用手册 

 

 

 

 

 

 

 

 

 

 

编写人：张玉英 

 

审核：胡云 

 

编写时间：2019-05-27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2 

1. 目录 

1. 目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2. 名词释义................................................................................................................. 3 
3. 界面操作步骤......................................................................................................... 4 

3.1. 整体流程图 .................................................................................................. 4 
3.2. 平台配置管理 .............................................................................................. 5 

3.2.1. 用户管理............................................................................................ 5 
3.2.2. 权限管理............................................................................................ 6 
3.2.3. 数据源管理........................................................................................ 7 

3.3. 系统配置管理 .............................................................................................. 7 
3.3.1. 归集库初始化.................................................................................... 7 
3.3.2. GLDM 初始化 ................................................................................... 7 

3.4. 数据模型管理 .............................................................................................. 8 
3.4.1. 资源库管理........................................................................................ 8 
3.4.2. 资源目录管理.................................................................................... 8 
3.4.3. GLDM 模型管理 ............................................................................. 12 
3.4.4. 归集库管理...................................................................................... 13 

3.5. 清洗规则管理 ............................................................................................ 14 
3.5.1. 标准代码管理.................................................................................. 14 
3.5.2. 自定义代码管理.............................................................................. 14 
3.5.3. 表达式规则...................................................................................... 15 
3.5.4. 编码规则.......................................................................................... 15 
3.5.5. 函数规则.......................................................................................... 15 

3.6. 数据集成管理 ............................................................................................ 16 
3.6.1. 数据集成配置.................................................................................. 16 

3.7. 数据集成监控 ............................................................................................ 24 
3.7.1. 流程调度监控.................................................................................. 24 
3.7.2. 调度监控警告.................................................................................. 25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 

2. 名词释义 

GLDM 模型:政务逻辑数据模型，结合了 5 年以来国内大数据城市建设成果突出

的深圳、沈阳、贵阳等 12 个省区市不同层级政府的政务数据模型的设计和实施

经验凝练形成的。国内首个指导区域数据资源化，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

的数据资源共享、整合、集中、开放建设的大规模数据处理的知识型产品。 
 
基础库：指包含人口库，法人库，房屋库，地址库，车辆库六大库在内基础库，

也是一个城市中 核心的库。 

 

主题库：指包含证照库、信用库、社会关系库、视频库和事件库五大扩展库。将

来可能随着客户需求增加会有新的主题库产生。 

 

ETL：用来描述将数据从来源端经过抽取（extract）、转换（transform）、加

载（load）至目的端的过程 

 

归集库：归集库存储所有的源数据，是源数据的一个备份。 
 
贴源层：贴源层是融合平台的数据入口，其作用主要有两个：一、防止后端数据

处理出错时，再次执行时反复重抽会给源系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二、防止二次

抽取数据时，因为源系统的更新导致已经找到不当时数据的快照。 
 
标准层：标准层的数据保存了源系统数据的 新信息，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源头数

据做了标准化清洗等处理，保证信息以同一套标准来表达。 
 
原子层：原子层主要用于以某种形式组织或归类分散在各个源表中的信息项。如

果数据不按一定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则会造成冗余、缺失等情况带来的数据不一

致，并且极大的增加了维护成本，信息也无法做到溯源。 
 
整合层：整合层的数据来源于原子层，整合层是在原子层数据基础上进行数据合

并。与其它数据层相比，整合层的数据解决了信息的唯一性问题，并且针对每一

项信息的合并规则，都通过足够的样本验证，以确定数据的准确性。 
整合层存储信息的具有唯一性，如人的婚姻信息是某种确定的状态，如未婚、初

婚、再婚、复婚、离婚、丧偶等中的某一种状态，它已经在多源的原子层信息中

做出了 合理的判断。也只有针对人的每种属性的状态确定了，才能支撑后续的

各类应用场景。 
 
主题层：主题层是应用基础层，它的数据往往不是直接面向某个应用，而是安装

主题划分融合后的基础数据。按数据的统计粒度来细分，主题层又分为基础宽表

层和共性汇总统计。 
共性汇总层则主要是生成一些公共的统计指标，以减少应用层的重复计算，这种

统计基础表的粒度比应用数据可能要细一下，但比基础宽表层要更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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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面向各类个性化应用的数据服务区域，向外提供各种数据服务。背后访

问的数据，可能是表，物化视图，普通视图，文件或 HDFS 文件等。同时，数据

还可能来自数据库、文件系统或大数据平台，因此在对外提供数据服务的时候，

需要兼容不同的存储介质。 
 

 

3. 界面操作步骤 

3.1. 整体流程图 

政务数据融合平台全部流程指引 

 
 
1. 关系型数据源管理：配置关系型数据源的连接信息 
2. 大数据来源管理：配置大数据存储源的连接信息 
3. 文件源管理：配置文件数据源的连接信息 
4. 归集库初始化：配置归集库地址 
5. GLDM 初始化： 配置融合平台使用的大数据环境，安装一些必要的脚本和初

始化数据， 
6. 资源目录管理：建立接入的数据资源的目录，导入元数据信息 
7. 资源库管理：管理基础库和主题库，包括对库模型的修改和扩展 
8. 归集库管理：管理归集库模型。 
9. Gldm 模型管理：融合平台各层表的管理，包括数据源元数据导入，贴源层的

表创建 
10. 标准代码管理：数据标准的管理 
11. 自定义代码管理：非标准代码管理，主要是源数据使用的标准代码 
12. 函数规则：定义数据清洗规则，清洗函数 
13. 数据集成管理：配置数据在各层表与表之间的字段映射，字段清洗规则 
14. 工作流配置：生成数据在各层表之间的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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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流程调度配置：配置工作流运行的时间，频率等。 
16. 流程调度监控：监控工作流运行状态和日志 
17. 调度监控告警：对工作流调度异常问题进行告警和处理流程跟踪 
18. 监控告警通知：配置工作流调度告警的通知对象等 
 
 
 
 
 
 
 
 
 
 
 
 
 
 
 
 
 
 
 

3.2. 平台配置管理 

3.2.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界面提供新增、修改、删除、禁用账号信息，用户系统登录账号得

统一管理，新增得用户账号可赋权后登录系统操作和查看使用系统的功能，禁用

账号不可登录系统。已存在的系统账号可修改编辑其基础信息。 

 
角色管理界面能新增、删除、修改角色信息，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授权访

问信息。角色将赋予该账号的权限菜单做操作权限限制，一个账号是管理员角色，

那么他登录系统的操作菜单权限将就只是管理员角色的权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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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权限管理 

属性配置，选择属性键，可以修改 ETL 服务器置相关值： 

 
 
查看登录日志： 

 
 
查看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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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管理模块管理所有接入的数据源的连接信息，包括关系型数据源连接

信息，大数据源连接信息，文件数据源访问地址。 

 
 

3.3. 系统配置管理 

3.3.1. 归集库初始化 

归集库初始化，包括选择大数据平台，数据库类型和指定归集库唯一

ID 号 

 

3.3.2. GLDM 初始化 

    GLDM 初始化步骤包括选择数据平台，选择存储数据库类型，指定数据库

唯一 ID，然后选择初始化执行初始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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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模型管理 

3.4.1. 资源库管理 

初始化之后，选择的模块信息会展示，初始化产生的模块信息不支持删除和

修改，基础库和主题库支持扩展，能新增修改和删除主题库和资源库 

 
 
 
 

3.4.2. 资源目录管理 

 
1.进入资源目录管理，在业务源添加部门名称，也可以对添加以后的业务源进行

修改删除操作，可多级部门 ，支持 EXCEL 导入导出资源目录组织架构。主要

用于共享交换平台资源目录中部门与系统，部门与部门层级关系的组织维护建

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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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部门目录下点击添加系统名称，也可以对添加以后的系统名称进行修改删除

操作 如图 
 

 
 
3.资源目录架构导入及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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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板格式，填写部门或系统信息字段，点击上传，系统会将上传结果日志展

示 
 

 
点击导出按钮，将资源目录组织架构导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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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入数据源元数据 

 
 
 
 
 
 
5.元数据导入之后，没有主键时，可以手动设置主键 

 
 
 
 
 
6.支持手动建表和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模板中一个 sheet 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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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GLDM 模型管理 

GLDM 模型管理功能管理整个模型的表结构的创建，修改。贴源层，标准层，

原子层，整合层，主题层，应用层。 
 

3.4.3.1. 贴源层表创建 

贴源层表结构根据源数据表结构自动生成，创建过程分为元数据导入，创建

并导入两个步骤 
 

     1、选择元数据导入 

 
    2、选择要创建的表，选择创建表并导入完成表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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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标准层表创建 

     标准层表在数据集成配置中创建，在贴源层表向标准层映射配置完成后创

建，表结构为贴源层表结构添加清洗字段，如下图，在完成列映射配置后，选择

创建表 
     

 

3.4.3.3. 其它层表创建 

    其他层包括原子层，整合层，主题层，应用层。如下图有手工建表，和导入

建表两种模式。当需要创建大量的表时，建议选择导入建表，下载建表模板，填

入表结构信息后导入模板完成创建 

 
 
导入批量建表模板 

 

3.4.4. 归集库管理 

    归集库管理提供对归集库表结构预览和修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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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洗规则管理 

3.5.1. 标准代码管理 

当 init.propertiesp 文件中配置的是通质量平台一起部署，该界面只能查看，

如果配置文件设置的不是同治理平台一起部署，界面可以新增修改删除数据。标

准代码用于数据从贴源层到标准层时，对非标准化的源数据进行标准化。 

 

3.5.2. 自定义代码管理 

自定义代码界面可以新增删除和修改，自定义代码主要用于收集整理源数据

使用的非标准代码，或自定义的非标准编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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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表达式规则 

表达式规则页面定义数据清洗转换的规则，规则符号数据库语法即可。表达

式规则用于在数据从贴源层到标准层的映射时，对表字段进行数据处理。表达式

一般为简单的 SQL 语句，如下图，页面提供了 SQL 验证 

 

3.5.4. 编码规则 

    编码规则指源编码到目标编码的映射关系。用于数据从贴源层到标准层的映

射中，对字段用编码规则进行转换，把字段转换成目标编码。目标编码一般为国

家标准编码，行业标准编码……等。 

 

3.5.5. 函数规则 

    函数规则页面用于定义对数据进行复杂的清洗。需在数据库端开发清洗函

数，然后在函数规则页面注册成规则。用于在数据从贴源层到标准层的映射中，

对字段值用函数规则进行处理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6 

 

3.6. 数据集成管理 

3.6.1. 数据集成配置 

3.6.1.1. 贴源层 

源数据到贴源层只要是在 gldm 模型管理创建表之后，就会在这一层展示，

贴源层数据更新模式有增量和全量两种模式，全量模式指每次数据全抽取，全覆

盖。增量模式需配置表达式，每次调度都从上一次成功调度截至时间开始获取增

量数据 
 

（ 注 ： 增 量 表 达 式 样 式 ： WHERE update_time >= 
to_date('${LAST_SUCCESS_TIME}','YYYY-MM-DD HH24:MI:SS') AND 
to_date(update_time < '${CURRENT_SYS_TIME}','yyyy-mm-dd hh24:mi:ss')） 

 

3.6.1.2. 标准层 

这一层的数据来源广泛，各类来源数据标准完全不统一，因此在贴源层之

上，还会通过标准化映射过程生成标准化数据，保障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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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准层的数据更新并不是追加模式，而是覆盖更新。同时，标准化后的映射

列并不会覆盖原来的列，而是新增对应列来保存映射后的值。 
从贴源层到标准层时，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个过程可能包含了数

据清洗、转换、编码映射等过程。对于编码映射的过程，需要用到大量的数据元

标准，而很多标准是可能，已经有现在的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的，如性别、婚

姻状况、学历等，有些编码，这些我们直接参考已有的标准，再将源数据的编码

映射到标准编码即可。如果没有可参考的标准，则我们需要为这些数据制订标准，

以便在多源数据合并时，提供统一的标准。这些都是在做标准层之前，或者过程

中需要做的工作。 
 
1. 添加标准层表映射 

 
  选择标准层，选择添加，挑选要标准化的表 

 
 

 
2. 添加表成功之后，进行列映射配置，列映射配置完成之后，点击创建表成功，

标准层映射配置完成 
 
添加要映射到标准层的表： 

 
 
添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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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 原子层 

所谓原子层，顾名思义，就是指此处数据的粒度很细，就像原子一样不可拆

分。这种特性反映在数据行上，就是指数据是明细的，甚至各来源的数据都没有

做任何合并处理，各源的数据保持完全独立。反映在数据列上，则是指组织这些

信息的数据表包含的属性比较小，如人的信息会拆分到各个片段或阶段，如人可

分为基本信息、关系信息、联系方式信息、联系地址信息（包括户籍、居住和工

作地址，与地址库、房屋库可关联）、教育信息、婚姻信息、生育信息、就业信

息（与法人库可关联）、保障信息、公积金信息、名下房产、名下车产、名下企

业（与法人库可关联）、良好记录、不良记录、死亡信息等，即使某张源数据表

全部或部分包含了这些信息，它也会分多次从这张表中提取信息。 
 
1. 选择表，新增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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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映射配置、规则配置、业务时间配置等 

 
3.原子层模板语句更改 
 语句中 SRC.NULL 以及 SRC.${业务时间字段}请找到对应字段进行替换 
 ${DATA_SOURCE_ID} 、 ${GLDM_CREATE_TIME} 、

${GLDM_UPDATE_TIME}、${START_TIME}、${END_TIME}不需要替换 
 
华为的 MPP 数据库需要注意下，如果目标列的字段类型是日期类型，但是没有

源列，即只是给 NULL 给目标列，需要显示转换成日期类型， CAST( NULL AS  
TIMESTAMP )或者 
NULL::timestamp,其它类似如果直接给默认值的话，都是需要显示转换下，例如

某个目标列想给个默认值 1，可以 '1'::varchar(1) ,否则会报错。 

3.6.1.4. 整合层 

整合层相对于原子层的表模型来说，基本没有做大的变动，并且基本在从原

子层到生成整合层数据的过程中是表对表的。当然，信息是做了一些扩展的，特

别是在数据合并的时候，会衍生出很多标签或统计信息。如针对某人的电话号码，

就可以衍生出如下指标： 早登记时间， 近登记时间，被多少个来源登记过，

曾经被哪些人作为登记联系方式，在所有人中被 早登记的时间等。 
 
整合层配置表映射之后，可以对列字段进行融合策略配置，列映射配置可以手动

和自动匹配，保存之后，可以选择 SQL 进行验证，整合层 SQL 语句一般不需要

修改，可以直接使用 
 
配置列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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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融合策略 

 
配置规则中验证 SQL 

 

3.6.1.5. 主题层 

主题层就是通过关联的方式，拼接整合层的片段表，将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形

成各类应用需要的基础宽表。 
如统计分析的宽表，会将一些统计分析所需求的基础属性，如性别、年龄、籍贯、

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户籍、居住区域、工作区域、五险状态、 近缴纳社保时

间、公积金状态、 近缴纳公积时间等多达 50 多个属性、标签或统计指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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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维度和指标和组合，可以进行多样化的统计分析应用，而挖掘基础宽表更

是多达 150 多个字段，这些属性都是基于大量的应用和经验抽象出来的。如果还

有更个性化的需求，则可以扩展出更多的应用基础表或宽表。 
 
主题层新增表映射时，可以增加多个源，配置好表关联之后，进行列映射配置，

列映射配置可以手动和自动关联，保存之后，修改 SQL 语句，进行 SQL 验证，

SQL 语句一般修改为空的地段，给出默认的值就行，根据具体需求而定 
 
 
 
 
 
 
 
添加到主题层的映射 

 
 
表关联配置： 

 
 
SQL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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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6. 应用层 

主要要兼顾应用需求的扩展性、易变性，并且要充分考虑访问的性能问题，

因此，除了结构上尽量灵活（甚至会考虑用键值对的方式保存），还可能通过一

些索引的手段提升性能。 
 
应用层和主题层配置一样。 
 
添加到应用层的表映射： 

 
 
添加表关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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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规则中 SQL 调整 

 

3.6.1.7. 工作流配置 

1.添加工作流信息，每一层都可以添加工作流，可以对语句添加的工作流就行更

新和删除操作，也可以查看工作流信息，包含该工作流成的生成和从源到过程，

结束的整个可视化流程信息，记录了该流程的每一个节点动作的表关联追踪。 

添加工作流： 

 
 
查看工作流全图： 

 

3.6.1.8. 流程调度配置 

调度配置可以立即执行，也可以配置定时启动任务，支持批量设置调度时间。立

即执行将对该做工作只触发该次流程执行，重复调度可配置对应的策略，包含每

时，每日，每分，每秒等更复杂丰富扩展的调度策略，服务将根据配置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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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数据集成监控 

3.7.1. 流程调度监控 

1.查看各层任务执行情况，可以查看节点日志信息和详细日志，节点日志中将对

每个流程在不同节点步骤记录执行日志，详细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流程执行调度输

出的 SQL 执行数据连接等非常详细的日志记录。 
 
 
查看详细日志： 

 
查看节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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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调度监控警告 

1.调度任务监控是查看调度任务中的错误信息，可以点击进行处理， 

 
 

3.7.2.1. 监控警告通知 

1.告警通知添加接收人以后，主要是提醒任务的错误信息，方便当事人连接调度

情况，及时处理错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