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MP for 华为云旗舰版操作手册 

总览 

产品介绍 

DMP：广告数据管理平台。将分散的多方广告投放数据进行整合纳入统一的技术平台，
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和细分，让用户可以把这些细分结果推向现有的互动营销场

景中。 
• 为广告投放优化提供数据支持：人群包/画像 
• 媒介投资效果衡量：广告投放分析 
• 连接广告投放平台及直投媒体：Optimus Prime、头条、快手、腾讯、阿里 databank。 

业务术语定义 

 

业务名词/
术语 

描述 

Campaign 指一次有始有终的营销活动。有始，是指营销活动是从严谨的策划和详

细的执行计划开始的，有终，是指营销活动有清晰的执行结束的节点 

群组 又成为人群，是指将具有相同行为或者满足相同条件的实体或对象进行

汇总 ，通过属性、行为、行为属性、时间、频次等可筛选群组。比如
XX广告点击人群。 

行为 行为主体发生的一次与企业广告交互动作产生的行为记录，比如点击、

曝光。 

维度 指查看数据的角度，也是数据统计中的聚合字段（group by），比如查看
不同活动的曝光数，活动即为维度，比如查看不同城市的留资数，城市

即为维度 

指标 指需要统计的具体数据，可以是汇总值、计数值、比率等，比如曝光

数、UV人数、占比等 

报表筛选

条件 
指需要查看数据的范围，也是数据统计中的过滤条件（where），比如查
看近三月的曝光数，近三月仅为筛选条件 

 

1.数据看板 

功能说明： 
       系统支持通过自定义看板分享生成数据看板，具体操作可参考“章节 3.2.6”。常用
看板包括投放分析看板、媒体分析看板、异常流量分析看板等，均支持通过自定义看

板编辑及分享到前台。  
操作说明： 



 

 

• 顶部筛选条件，支持通过下拉进行条件筛选。具体筛选条件，根据自定义看板配置而
定。 
• 点击图表右上角下拉框，支持查看单个图表详情和导出 
• 支持全屏查看数据看板 
特殊说明： 
• 数据看板支持编辑，但编辑权限归看板的创建人所有，即仅有看板创建人有看板编辑
功能。 
• 如为项目定制开发看板、即非通过自定义看板生成，则不支持查看图表详情。 

 

2.群组洞察 

2.1 群组管理  

功能说明： 
群组列表对群组信息进行列表化管理，展示内容包括人群包 ID、群组名称、群组类型、
量级、创建人、创建时间。支持创建分析、推送、编辑、复制、下载、删除等操作。 
操作说明： 
点击菜单“群组洞察-群组管理”可进入群组管理模块： 
• A区域为群组分组，可点击切换 
• B区域为群组列表页，点击群组名称可查看群组详情 
• C区域为群组操作区，支持编辑、复制、推送、下载和删除等操作目前应该不支持前
台 ID转换。 
• 点击 D可新建群组，支持广告行为和 ID上传两种创建方式 



 

 

 

2.1.1新建群组 

功能说明： 
系统支持广告行为、离线上传两种方式人群创建。 
操作说明： 
点击创建群组按钮，可在弹框中选择创建方式，选中后进入编辑页面： 
• 圈选方式，单选，支持以下四种创建方式； 

￮ 广告行为：支持用户广告行为、群组组合创建 
￮ 上传 ID：支持手工上传一个或多个用户 ID文件创建 

特殊说明： 
不同创建方式人群的应用限制： 
 

创建方式 编辑规则 推送 拓展 下载 三方画像 重新计算 

广告行为 Y Y Y Y Y Y 

上传 ID Y Y Y Y 
 

Y 
（手机

号、

cookie不
支持） 

Y 

 

2.1.1.1. 群组基本信息  
群组列表页点击“新建群组”按钮，进入新建群组页面，页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
分为群组基本信息，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群组名称，文本框输入，不超过 15个字符 
• 描述，群组描述信息，文本框输入，可用于简单记录群组定义、创建条件等，不超过
200个字符长度 



 

 

• 更新方式，单选，支持手动更新和定期更新，默认为手动更新，圈选方式为“上传 ID
创建”、”第三方标签创建“时不展示。 

￮ 手动更新，手动触发更新，更新时按照条件重新计算群组。 
￮ 定期更新，支持每日更新、每周更新、每月更新，需要设置计算的时间点、定期

更新的日期范围，后台将在指定的日期、时间点重新计算群组。 
▪ 选择每日更新，需设置每几日更新 
▪ 选择每周更新，需设置星期几更新 
▪ 选择每月更新，需设置每月几号更新 

 

2.1.1.2 创建方式 

系统支持广告行为、离线上传两种方式人群创建。 

2.1.1.2.1  广告行为创建 

广告行为创建为 DMP系统最常用的人群创建方式，指支持针对推广活动、媒体、点位、
时间等维度，针对 DMP回收广告投放数据的点击、曝光等行为的用户进行圈选。 
操作说明： 
创建方式选择“广告行为”： 
初始化状态下只有 1个条件分组，默认仅展示 1个条件： 
• 初始化条件为：广告行为（不可修改） 
• 默认展示的筛选条件： 

￮ 推广活动：默认无选中 
￮ 媒体：默认无选中 
￮ 点位：默认无选中 
￮ 默认关系为且 

• 默认发生时间为 近 30天 
• 默认判断逻辑为： 

￮ 广告曝光 次数 不限 
￮ 广告点击 次数 ≥ 1 

• 支持添加条件，新条件仅支持群组。注意：仅支持一方群组 



 

 

 
特殊说明： 
广告行为中的筛选条件均需要通过 cmu工具进行属性配置。 

2.1.1.2.2  上传 ID创建  
创建方式选择“上传 ID”： 
• 上次的数据需先选择上传文件中的 ID标识（ID Type）：IDFA_MD5、IDFA、
IMEI_MD5、IMEI、OAID_MD5、OAID、cookie、手机号、手机号_MD5，默认为
IMEI 
• 点击“添加文件”按钮，调出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器，选择文件后上传，文件格式要求
为.txt，以 UTF-8编码，每行一个 ID，单个文件不超过 10M，一次最多上传 5个文件
（多个文件会合并为一个群组） 
• 不对文件中的 ID格式进行校验，只要文件格式正确，系统会认为用户上传的 ID就
是 UI中选择的 ID 

 

2.1.2群组推送 

功能说明： 
群组推送，是指把群组列表中的人群包，推送到下游的广告系统进行广告定向。目前

DMP 支持把人群包推送到直投媒体（包括快手、头条和腾讯）、DSP 平台（包括优驰）
和电商平台（阿里 databank）。 



 

 

操作说明： 

2.1.2.1 准备工作 

1. 确定需要把人群包推到哪些下游系统，如优驰；确认后需要技术进行权限配置。 
2.  
 

a. 如果需要推送至直投媒体，仍需运营在 TD环境开通，此为内部运营操作流
程。后续版本将迭代到同一功能。 

3. 若需要推送到优驰，则需要提供优驰里的广告主名称和广告主 ID，由技术配置进
DMP。 

2.1.2.2 单个推送操作流程 

1. 进入群组洞察--群组管理，选择一个人群包，点击操作列的“推送”按钮，在弹窗中： 
￮ 业务目标：表示人群包是做广告定向，还是做后链路分析。 
￮ 推送平台：若业务目标选择广告定向，则显示直投媒体和 DSP；若业务目标选择
后链路分析，则此处显示电商平台。 

▪ 直投媒体目前包括快手、头条和腾讯 
▪ DSP目前包括优驰 
▪ 电商平台目前即为阿里 databank 

￮ 推广账户：勾选媒体名、代理名或账户名，点击向右的箭头，即完成了账户的选

择。 
￮ 选择账户包：账户包为一组经常复用的账户组合。选择后，可以快速选中账户包

中的账户。 
￮ 保存为新的账户包：选择好账户包之后，输入账户包名称，点击确认按钮后，该

账户包即会保存成功。 
￮ 推送 ID类型：因为不同类型的人群包支持输出的 ID类型不同，所以在推送时需
要选择指定的 ID类型。多选 ID类型后，则该人群包会分多次，覆盖推送所有选
中的 ID类型。 

2. 点击确认按钮，推送即开始，并会保存账户包（如有的话）。此时可以进入“群组洞
察--推送详情”页面查看推送的进度。 

 

2.1.2.3 批量推送操作流程 



 

 

1. 勾选所需推送的人群，点击底部出现的“批量推送”按钮，即能批量推送人群。 
2. 推送界面和逻辑同单个推送，详见“2.1.2.2 单个推送操作流程”。 

a. 若选择多种 ID类型，则会把人群和 ID类型叉乘，分多次推送。 

 

2.1.3 推送详情 

功能说明： 
用户可在推送详情页面查看不同人群包的推送进度和状态，并进行及时的跟进。 
操作说明： 
点击“群组洞察--推送详情”，即可查看推送进度。 
1. 重新推送 

a. 勾选推送状态为失败的推送记录，点击底部的重新推送按钮，即可对失败的群
组进行重新推送。 
b. 如果多次操作仍旧失败，请联系 DMP技术支持。 

2. 下载记录 
a. 勾选所需的推送记录，点击底部的下载记录按钮，即可下载推送记录。 

 

2.1.4 群组拓展 

功能说明： 
群组拓展，即 Lookalike，是指基于一个种子人群包，抽取显著的人群特征，并从更大
的数据池子中，寻找跟种子人群包特征类似人群的过程，一般而言，Lookalike的结果



 

 

人群要比种子包人群量级大很多，从而能触达更大范围的潜在客户。目前 DMP支持在
品友大数据中，进行 lookalike，找到特征相似的人群。 
操作说明： 
1. 进入群组洞察--群组管理，选择一个人群包，点击操作列的“拓展”按钮，在弹窗中： 

￮ 编辑群组名称，以与种子人群包区别开来。 
￮ 选择“拓展数据源“，目前仅有 DaaT标签，即品友的大数据。 
￮ 选择“拓展方式”，目前仅有不包含种子群组，意思为输出的拓展包中不包含种子
人群包。 
￮ 选择“输出群组数量”，即输出的拓展包的量级，取值范围为 1-2000万。 

2. 点击“确认”，群组列表中会生成一条新记录，即拓展包，并处理计算过程中。 
3. 计算完成后，即可以查看量级、画像和推送。 

 

2.1.5 群组画像 

功能说明： 
群组画像在指通过第三方数据对 DMP的人群包进行画像分析。 
操作说明： 
在人群列表页，点击“分析”列，可对当前群组进行三方画像分析： 
• 点击创建分析可新建画像分析 

￮ 支持选择画像模板和自定义画像报告名称 
• 点击名称可查看画像详情，支持对画像进行重新计算 

 
画像详情： 



 

 

 



 

 

3.分析中心 

3.1 报表分析   

功能说明： 
报表分析是 DMP系统中的数据可视化工具，支持表格、柱形图、条形图、饼图、KPI
卡片、漏斗等多种图形样式，支持灵活的维度条件和指标查看。 
 
目前提供的报表为常用固化报表，仅做参考。具体展示报表基于项目需求进行配置，

这部分报表及字段说明需要在具体客户版本操作文档中完善。 
常用报表指标维度说明： 
• 广告投放分析报表 
报表说明：针对投放分析的常用报表分析 
• 常用指标： 
   

指标名 指标计算逻辑 

花费 
基于排期中所填写的单价等成本字段，与实际流量进行综合计算： CPM
花费=净单价/1000*曝光 PV CPC花费=净单价*点击 PV CPD花费=净单
价*投放天数（取排期中打点日期） 

曝光次数 产生广告曝光行为的次数（PV） 

点击次数 产生广告点击行为的次数（PV） 

点击率 点击次数/曝光次数 

曝光人数 产生广告曝光行为，基于 ID去重的人数（UV） 

点击人数 产生广告点击行为，基于 ID去重的人数（UV） 

平均曝光数 曝光 PV/曝光 UV 

• 常用维度： 
   

维度名 维度枚举值 

推广活动名称 取排期管理中推广活动列表维护内容 

媒体名称 取排期管理中媒体列表维护内容 

点位名称 取排期管理中点位列表维护内容 

省份 通过所监测数据的 IP地址 GEO解析为省份 

城市 通过所监测数据的 IP地址 GEO解析为城市 



 

 

终端类型 取自排期中终端类型字段：Mobile/PC/OTT/Tablet/Others 

时间 颗粒度：日，周，月 

• 常用条件： 
   

常用筛选条件 维度枚举值 

推广活动 可多选，取排期管理中排期列表内容 

媒体名称 取排期管理中媒体列表维护内容 

点位名称 取排期管理中点位列表维护内容 

省份 通过所监测数据的 IP地址 GEO解析为省份 

城市 通过所监测数据的 IP地址 GEO解析为城市 

终端类型 取自排期中终端类型字段：Mobile/PC/OTT/Tablet/Others 

时间 按照年月日可自定义时间条件，例如：2021/01/01~2021/01/26 时间展示
格式：YYYY/MM/DD 

 
异常流量分析报表 
报表说明：针对常用异常规则的异常量分析报表 
• 常用异常规则 
   

规则名称 规则说明 

机房刷点击 点击 IP，来源于云服务器或数据中心节点（依赖广协黑名
单 IP列表来判断） 

同 ip点击过多 一天内同一个 IP点击数超过 1000 

同 IP曝光过多 一天内同一个 IP曝光数超过 1000 

机房刷曝光 曝光 IP，来源于云服务器或数据中心节点（依赖广协黑名
单 IP列表来判断） 

全网异常流量造成的点击 全网行为异常的设备 ID，造成的点击（依赖广协的设备 ID
黑名单） 

全网异常流量造成的曝光 全网行为异常的设备 ID，造成的曝光（依赖广协的设备 ID
黑名单） 

• 常用指标 
   

指标名 指标计算逻辑 

异常量 根据异常规则针对曝光或点击行为下异常流量进行数据统计次数（pv） 



 

 

• 常用维度 
   

维度名 维度枚举值 

异常规则 枚举：机房刷点击，同 ip点击过多，同 IP曝光过多，机房刷曝光，全
网异常流量造成的点击，全网异常流量造成的曝光 

媒体 取排期管理中媒体列表维护内容 

点位 取排期管理中点位列表维护内容 

时间 颗粒度：日，周，月 

• 常用条件： 
   

常用筛选条件 维度枚举值 

媒体名称 可多选，取值于排期管理中媒体列表内容 

点位名称 可多选，取值于排期管理中点位列表内容 

异常规则 可多选，枚举包含：机房刷点击，同 ip点击过多，同 IP曝光过多，机
房刷曝光，全网异常流量造成的点击，全网异常流量造成的曝光 

时间 按照年月日可自定义时间条件，例如：2021/01/01~2021/01/26 时间展示
格式：YYYY/MM/DD 

媒体直投实时账户效果分析 
报表说明：从媒体后台直接拉取的账户投放效果分析报表。 
• 常用指标： 
   

指标名 指标计算逻辑 

花费 花费。广告主为广告投放总共付出的费用成本 

曝光 广告展示给用户的次数。计算方式：经媒体平台判定有效且被计费的

展示次数 

点击 当用户点击广告素材时，触发点击事件，该事件被认为是一次有效的

广告点击 

CTR 广告被点击的次数占展示次数的百分比。计算方法：点击数/展示数
*100% 

CPM 千次展现均价。广告平均每一千次展现所付出的费用，计算公式是：

花费/曝光量*1000 

CPC 点击均价。广告主为每次点击付出的费用成本，计算公式是：花费/点
击量 

客户有效线索 客户有效线索量。广告主投放的网页上有效线索量总和，需客户接入

转化回传 

客户有限线索成本 客户有效线索成本。广告主投放的网页有效线索量的成本（=消耗/有效
线索量），需客户接入转化回传 

• 常用维度： 



 

 

   

维度名 维度枚举值 

平台 投放的媒体平台，如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代理 服务的代理商，如：代理 A、代理 B 

账户 在媒体的投放账号，如 txaaabbb 

• 常用条件： 
   

常用筛选条件 维度枚举值 

平台 投放的媒体平台，如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代理 服务的代理商，如：代理 A、代理 B 

账户 在媒体的投放账号，如 txaaabbb 

 
社交互动及朋友圈投放分析报表 
报表说明：分析在字节系、快手、腾讯系媒体投放广告的社交互动效果，以及在腾讯

朋友圈投放广告的分析报表。 
• 常用指标： 
   

指标名 指标计算逻辑 

花费 花费。广告主为广告投放总共付出的费用成本 

关注量 关注量。广告被受众关注的数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账户 

关注成本 关注成本。广告主为每次关注行为付出的费用成本，计算公式是：花

费/关注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账户 

转发量 转发量。广告被受众转发的数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账户 

转发成本 转发成本。广告主为每次转发行为付出的费用成本，计算公式是：花

费/转发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账户 

点赞量 点赞量。广告被受众点赞的数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账户 



 

 

点赞成本 点赞成本。广告主为每次点赞行为付出的费用成本，计算公式是：花

费/点赞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账户 

评论量 评论量。广告被受众评论的数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

账户 

评论成本 评论成本。广告主为每次评论行为付出的费用成本，计算公式是：花

费/评论量。仅支持巨量引擎、快手、腾讯广告账户 

朋友圈视频播放次数 
朋友圈视频播放次数。点击朋友圈广告外层"视频"位置总次数（包括手
动点击播放、点击进入落地页或小视频全屏页）。仅支持腾讯广告账

户 

朋友圈外层图片点击

次数 
外层图片点击次数。创意形式外层素材图片点击次数，目前仅朋友圈

流量可统计。仅支持腾讯广告账户 

朋友圈文字链点击次

数 
文字链点击次数。用户点击朋友圈广告外层"文字链"位置的次数。仅支
持腾讯广告账户 

朋友圈头像点击次数 头像点击次数。用户点击朋友圈广告外层"头像"位置的次数。仅支持腾
讯广告账户 

朋友圈昵称点击次数 昵称点击次数。用户点击朋友圈广告外层"昵称"位置的次数。仅支持腾
讯广告账户 

朋友圈本地门店点击

量 
本地门店点击量。用户点击朋友圈广告外层"门店"位置的总次数。仅支
持腾讯广告账户 

• 常用维度： 
   

维度名 维度枚举值 

平台 仅限腾讯广告 

代理 服务的代理商，如：代理 A、代理 B 

账户 在媒体的投放账号，如 txaaabbb 

• 常用条件： 
   

常用筛选条件 维度枚举值 

平台 仅限腾讯广告 

代理 服务的代理商，如：代理 A、代理 B 

账户 在媒体的投放账号，如 txaaabbb 

 
 
操作说明如下 



 

 

3.1.1 报表整体 

 
点击菜单栏左侧的“分析中心-报表分析”可进入报表分析模块，报表分析中可查看预置
报表： 
a.  A区域可以切换需要查看的预置报表 
b.  B区域为报表筛选区，可以设置报表的筛选条件，比如筛选查看的群组，选择对应
的分析周期。 
c.  点击 C可以添加分析维度，比如添加“公众号”，代表以“公众号”为维度查看分析指
标 
d.  点击 D可以添加分析指标 
e.  点击 E可以切换需要展示的图表类型、切换图表配色等 
f.  点击 F可以运行当前的分析结果 
g.  点击 G可以下载当前分析结果，表格支持下载为 excel，其它可视化图形支持下载
为图片 
h.  点击 H可以将当前生成的分析报表另存为“我的自定义报表”，另存为之后，新的报
表将仅自己可见 

3.1.2 基础功能 

3.1.2.1 选择维度/指标 

在报表详情页左侧，可以对当前报表的所选择的维度指标进行调整： 
1.  点击添加维度/指标 按钮后，可以全选或多选 
2.  在已选维度/指标 中，鼠标长按点击，可以上下拖拽进行位置调整 
3.  在已选维度/指标 中，点击后侧删除按钮 ，可以快捷清除 
4.  在表格样式下，对维度指标数量没有限制，其它图表类型会对维度和指标数量有要
求，具体要求可鼠标 hover至相应的图形上进行查看 



 

 



 

 

 

3.1.2.2 设置报表筛选条件 

在报表图形上方，可点击“设置筛选条件”按钮进行筛选设置： 
1.  点击“设置筛选条件”，可在弹框中进行设置 
2.  筛选条件设置完成后，在报表详情页可以快捷对筛选条件的筛选值进行切换 



 

 

 

 

3.1.2.3 选择图表可视化类型 

基于不同的分析场景可以选择不同的可视化图表： 
1.  表格：至少 1个指标 
2.  柱状图&折线图：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3.  饼图&环形图：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4.  组合图：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5.  堆叠柱状图：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6.  KPI卡片：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7.  漏斗图：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8.  仪表盘：0至 2个维度、1至 4个指标 



 

 

 

3.1.2.4 其它交互说明 

（1）可视化图形支持切换配色 
系统默认有标准色、冷色、暖色 三种标准配色。 
（2）报表支持设置更多图表属性 
点击工具栏 按钮，可以设置更多图表属性： 
• 显示数值：支持设置需要显示数值的指标，默认为全部显示（不适用于：表格、KPI
卡片、仪表盘） 
• 添加批注：点击“批注”按钮，可选择开启或关闭，点击开启按钮后，弹出批注编辑框，
批注内容不超过 200字符 
• 设置显示条数：支持设置当前查询的数据显示条数 

 
（3）可视化图形支持开启右轴 
适用于柱状图、折线图和组合图，开启右轴之后，可拖拽分隔线用于区别左右轴的指

标。 
当图形为柱状图、折线图、组合图时，可点击"开启右轴"，其它图形时，不可点击。 
鼠标点击 L/R区域可拖拽位置，拖拽位置后，立即生效 



 

 

 
（4）报表支持导出 
报表支持将查询结果导出图片或导出数据： 

 
（5）报表支持另存为 
点击"另存为"按钮，可将当前的报表另存为自定义看板中： 
自定义报表是用户基于个人偏好保存的账户级报表，保存成功后，可在自定义看板页

中查看。 

3.1.3 高阶功能介绍 

3.1.3.1 报表邮件订阅 

对于系统中的报表支持创建邮件订阅，按照一定频次进行邮件发送查看，在自定义看

板页中，可点击订阅按钮： 
• 收件人：校验填写的邮箱地址，最多支持 20个邮箱（数量 20支持配置） 



 

 

• 发送频率： 
￮ 支持设置频率条件：每天、每周周 X、每双周 X、每月 X号、指定日期 

• 邮件主题：默认为【AlphaData】报表名称--报表发送日期时间 
• 邮件内容：支持自定义邮件内容。 
• 发件人： 

￮ 默认系统发送邮箱，mip-service@ipinyou.com。 
￮ 私有化部署客户，没有配置邮箱设置，需先完成配置。 

• 附件：数据报表会以 excel文档的形式发送至对应的邮箱。 

 

3.1.3.1.1 报表订阅管理 

在管理中心点击“订阅管理”页面，支持对当前报表订阅任务进行增删改： 
• 支持多订阅任务进行编辑、删除 
• 支持批量创建多报表订阅任务 

 
批量创建订阅任务： 



 

 

 

3.2 自定义看板 

功能说明： 
自定义看板是数据管理平台的核心数据出口，是数据价值的放大镜。我们基于当前主

流的 BI产品和交互设计，并结合吉利、美素、宝马等项目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看板设
计的实践建议。 
文档主要包括自定义看板功能、看板设计建议两部分： 
• 自定义看板功能方面，我们会详细介绍看板支持的载体以及具备的基础功能 
• 看板设计建议方面，我们会根据客户不同的使用场景和需求给出布局建议，并介绍看
板支持的可视化图形和应用场景 
操作说明： 

3.2.1 全局筛选 

全局筛选条件是指可以在当前所有图表的基础上设置筛选条件，且筛选条件可以同时

影响所有图表或指定的部分图表。全局筛选条件可以帮助客户快速查看在同一场景下

不同视角的分析结果，也可以帮助客户进行对比分析，提高分析效率。 



 

 

 
 

3.2.2 添加文本框 

文本框是指在看板中添加一段非图表的文字描述或链接，可以对当前的看板添加个人

评论或注释。 

 

3.2.3 图表支持设置大小 

自定义看板页面为栅格化设计，单个栅格宽度会根据当前区域宽度进行自适应调整。 
自定义看板中的图表均支持设置不同的大小尺寸。 



 

 

 

3.2.4 图表支持自由推拽位置 

当鼠标 hover在卡片顶部和底部的边缘区域时，鼠标显示样式会变成可拖拽样式，长按
鼠标键可进行图表拖拽，所有卡片位置均自动向上对齐。 

 

3.2.5 支持分享 

自定义看板可以通过分享能力，分享给系统中的其他账户。被分享账户可在“分享给我
的”目录中进行查看。 



 

 

 

3.2.6 支持生成菜单 

支持将自定义看板分享至“数据看板”一级菜单中，生成一个新的二级菜单，被分享人
可更加便捷的查看数据，也完全实现了 0代码开发 dashboard。 



 

 

 



 

 

3.2.7 支持全屏 

支持全屏查看自定义看板，满足客户最大可视化区域查看分析结果并实现分析结果定

时更新的需求。 

 

3.3 深度分析 

在左侧一级菜单页“分析中心”中，新增“深度分析”二级菜单，深度分析默认在报表分
析、自定义看板之后，点击深度分析可进入列表页。 

 
点击列表页右上角的“新建分析”按钮，可选择分析模型： 
• 归因分析：分析不同投放触点转化效率及贡献占比，支持广告效果贡献渠道归因 

￮ 归因分析（Attribution Analysis） 
 
在深度分析列表页点击设置可见范围，可将当前分析结果分享给指定账号： 
• 所有分析结果默认为创建人个人所有，支持通过“设置可见范围”进行共享（需要有设
置可见范围的权限） 
• 支持选择权限：仅查看或可编辑： 

￮ 仅查看：被分享人编辑后仅支持另存为 
￮ 可编辑：被分享人可保存或另存为 
￮ 设置可见范围仅创建人可修改 



 

 

 

3.3.1 归因分析 

功能说明： 

3.3.1.1 基本概念 

通过归因分析可以确定不同触点的转化效率以及贡献占比。结合单个转化成本可以为

下次投放策略进行优化。 
DMP中的归因分析包含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 目标转化事件：发生此事件=有效转化，一般为支付订单、留资、注册、点击等关键
事件 
• 待归因事件：指目标转化事件发生前的事件，在目标转化事件发生之前，与用户互
动的每个事件都可以认为是待归因事件。一般是与目标转化事件有强相关的事件，比

如活动曝光、广告位点击等 
￮ 分析维度：一个待归因事件比如曝光可能会与用户进行多次互动，触点是指可以

分析待归因事件中不同的触点对转化的影响，比如分析曝光事件中不同媒体的有

效转化情况 
• 数据范围：是指对事件（目标转化事件、待归因事件）的进一步过滤，比如事件的
发生时间、活动名称、渠道、品牌等 
• 回溯期：回溯期内发生的待归因事件才会被计算。例如，如果回溯期是 30 天，则 1 
月 30 日完成的所有转化将仅会归因到 1 月 1 日至 1 月 30 日这一期间内发生的待归因
事件。 
• 分析模型：首次互动归因、末次互动归因、线性归因、位置归因、自定义模型 
操作说明： 

3.3.1.2 创建归因分析 



 

 

 
创建归因分析时，需要设置以下内容： 

3.3.1.2.1 设置转化目标 

• 选择事件：必选且仅支持单选 
￮ 支持添加筛选条件，可选筛选条件为转化事件中配置的其它属性 

• 回溯期：转化发生前的天数 
￮ 默认为前 15天，最大限制为 30天 
￮ 回溯期 0天 = T-0天 
￮ 回溯期 1天 = T-1天 

3.3.1.2.2 选择归因方式 

• 选择类型：可选择广告点击归因或广告曝光归因，仅支持单选，默认为广告点击归因 
￮ 数据范围：推广活动为默认筛选条件 

▪ 支持添加筛选条件，可选筛选条件为广告事件中配置的其它属性 

3.3.1.2.3 选择分析模型 

• 首次互动归因：100%的功劳分配给在回溯期内发生的第一个待归因事件中的触点 
• 末次互动归因：100%的功劳分配给在回溯期内发生的最后一个待归因事件中的触点，
默认为末次归因 
• 线性归因：将功劳平均分配给在回溯期内发生的每个触点 
• 位置归因：首次互动触点和末次互动触点分别分配 40%的功劳，剩余的触点均分 20%
的功劳 
• 自定义归因模型：拥有自定义模型权限的账户可添加自定义归因模型 

￮ 可自定义分配占比：三个选项中必填 1个，且总和必须为 100% 
▪ 首次互动功劳：支持填写非负数（不超过 100），如果为空则默认为 0，小
数位最多 2位 
▪ 中间互动功劳：占比将平均分配给中间所有互动，支持填写非负数（不超过
100），如果为空则默认为 0，小数位最多 2位 
▪ 末次互动功劳：支持填写非负数（不超过 100），如果为空则默认为 0，小
数位最多 2位 

• 支持添加对比模型进行结果对比，默认无对比模型 
• 分析维度：默认为待归因事件下的第一个属性 



 

 

 



 

 
 



 

 

3.3.1.2.4 保存任务 

点击保存按钮可保存当前设置并生成一条计算任务： 
• 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可填写任务名称，名称需全局唯一校验，不超
过 20个字符 

￮ 目标转化事件或待归因事件中必须包含一个能指向日期的筛选条件，比如事件发

生时间或推广活动，事件发生时间需 ≤ 92天 
￮  回溯期：≤30天  
￮ 分析模型：必填 

 

3.3.1.3 查看分析结果 

在深度分析列表页，点击分析名称，可查看分析结果。 



 

 

 

 

3.3.1.3.1 维度与指标说明 

3.3.1.3.1.1 指标说明 

• 事件发生次数：当前待归因事件在符合回溯期内的日期范围中的发生次数 
• 有效转化数：当前待归因事件在回溯期内且符合归因模型算法的有效转化数，数据为
空时显示--， 

￮ 有效转化率：有效转化数 / 事件发生次数，数据为空时显示-- 
• 贡献占比：有效转化数 / sum（有效转化数） 
• 实际花费：基于排期模板中的结算方式和单价（税后价）进行计算 

▪ 结算方式为 CPM：实际花费 = 当前触点的曝光次数 * 单价 / 1000 
▪ 结算方式为 CPC：实际花费 = 当前触点的点击次数 * 单价 
▪ 结算方式为 CPD：实际花费 = 单价 * 实际已发生投放的天数 

• 单个转化成本：实际花费 / 有效转化数 
• 活动平均转化成本：活动总花费 / 总转化数 



 

 

3.3.1.3.1.2 维度说明 

直接转化：如果目标转化事件在回溯期内未发生任何待归因事件，则认为是直接转化。 

 

3.3.1.3.2 模型对比 

支持同时查看两个不同模型的计算结果，选择模型后需要点击运行后生效。 

 

3.3.1.3.3 可视化展示 

查看分析结果时，支持气泡图展示： 
• X轴默认为有效转化率，支持切换为点击次数、有效转化数、贡献占比 
• Y轴默认为单个转化成本，支持切换为实际花费 
• 气泡大小默认为贡献占比，支持切换为点击次数、有效转化数、有效转化率 
• 注意：实际花费、单个转化成本为降序排列 
单个模型： 



 

 

 
模型对比： 

 

4 排期管理 

功能说明： 
活动是指广告主从媒体直采流量时，约定的在哪些点位、哪些时段进行广告投放的信

息。这些信息一经合同确定，媒体就会相应的锁定住流量，那这些流量就会归该广告

主所有。 
排期管理就是指把广告主的活动信息，上传至 DMP系统中，并生成曝光、点击监测代
码。待监测代码部署到媒体点位上后（一般填入媒体后台相应位置即可），即可帮助

广告主收集活动期间投放的广告日志，从而为后续更加丰富的广告效果分析、归因分

析等提供数据支持。 
随着程序化广告越来越普及，排期管理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再仅限于媒体直

采流量，基于 RTB协议的程序化广告也已经是排期管理的目标场景。 
操作说明： 

4.1 准备工作 



 

 

4.1.1 排期模板的确认 

需要基于标准排期模板，并结合客户对于活动字段的要求，来制定能满足客户业务需

求的排期模板，供活动录入时使用。 

标准排期模板 

• 配置：需要找技术支持同学进行配置。 
• DMP标准的排期模板： 

•  

4.1.2 Tracking唯一性校验的字段 

标准的 SaaS活动中，采用品牌、推广活动名称、媒体名称、点位名称、创意名称和终
端类型，来确认一条唯一的 Tracking。 
这些字段组合，支持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增减。 

￮ DMP标准排期模板中的其他配置：文件同 4.1.1 

4.2 操作流程 

在进行活动活动上传之前，需要先把涉及到媒体信息、点位信息和创意信息，提前录

入系统，才能通过排期模板进行活动的录入并生成代码。 
整体流程如下： 
1. 录入新的媒体、点位和创意 
2. 在活动管理，下载活动模板，按要求填入相应信息，并上传即可 
3. 下载相应活动的监测代码 

 
排期录入流程图 

4.2.1 媒体管理 



 

 

投放之前，如果有新的媒体需要投放，则需要在媒体管理创建媒体，供与 3.2.4活动上
传的媒体名称进行校验，以保证媒体的规范性。 
若没有新的媒体需要录入，则可直接进入点位管理、创意管理，甚至排期管理环节。 

4.2.1.1 批量创建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媒体。 
2. 点击“批量创建媒体”按钮，在弹窗中，点击“下载模板”按钮，下载媒体模板。 
3. 在模板中，按照下表说明进行填写 
 

字段名

称 
业务含义 填写规范 

媒体名

称 
即媒体的名称，此处填入

后，会与排期模板中填入的

媒体名称进行校验。 

同一个媒体的名称，尽量保持一致。 

所属系

列 
表示系统默认的宏参数。系

统默认了一套不同媒体应该

采用的宏参数。 
 

取值： 
1. def。表示默认宏参数，非以下媒体，均
选此项。 
2. bytedance。即字节跳动，宏参数会采用
字节系媒体的定制宏参数。 
3. mgtv。即芒果 tv，宏参数会采用芒果 TV
的定制宏参数。 
4. gdt。即广点通，宏参数会为广点通媒体
进行定制。 

宏替换 表示自定义宏参数。即如果

有特殊的媒体或特殊的投放

场景，需要个性化的宏参

数，即可在此列填入宏参

数。 
此项的宏参数，会替换掉系

统默认的宏参数。 
若此项填值的话，则“所属系
列”建议填入 def。 

示例： 
os=[OS]&idfa=[IDFA] 
或 
os={OS}idfa={IDFA} 

4. 媒体信息填好后，在批量创建媒体弹窗中，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从电脑中选择此
文件，再点击“确定”即可。 
5. 若上传成功，即可进入 3.2.2点位管理环节。若上传失败，表示模板中所有的媒体均
没有上传，需根据错误提示，修改相应的信息，再次上传。 



 

 

 

4.2.1.2 删除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选择“媒体库”，再选择一个需要删除的媒体，点击右侧
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删除。 
不可删除场景：该媒体被点位使用，或被活动使用时。 

4.2.2 点位管理 

点位管理，用于提前录入投放时需要用到的点位，以便点位名称的规范化，方便后续

的分点位进行数据分析。 
若没有新的点位需要录入，则可直接进入创意管理，甚至排期管理环节。 

4.2.2.1 批量创建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点位”。 
2.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选择“批量创建”，在弹窗中，点击“下载模板”按钮，下载点位
上传模板。 
3. 在模板中，按照下表说明进行填写 
 

字段名

称 
业务含义 填写规范 

点位名

称 
即广告位名称 字数别超过 20个 

媒体名

称 
填入后，表示左侧的点位跟此

处的媒体进行了一一对应。 
需要从媒体管理里面选。 

4. 模板填好后，在批量创建的弹窗中，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从电脑中选择此文件，
再点击“确定”即可。 
5. 若上传成功，即可进入 3.2.3 创意管理环节。若上传失败，表示模板中所有的媒体均
没有上传，则需根据错误提示，修改相应的信息，再次上传。 



 

 

 

4.2.2.2 批量下载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点位”。 
2. 勾选所需下载的点位信息 
3.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下载”，即可把点位信息下载下来。 

4.2.2.3 批量删除 

删除的前提： 
1. 需删除的点位没有录入活动当中。如被使用，则需在排期管理中，删除对应的活动
信息。 
操作流程： 
2.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点位”。 
3. 勾选所需删除的点位信息 
4.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删除”，即可把点位信息删除。 

4.2.3 创意管理 

创意管理，即把广告投放中应用到的创意名称，提前录入系统，从而能够规范化创意

名称，方面后续的数据分析。 
如果投放的活动中，创意名称已经全部录入系统，则可以直接进入 3.2.4进行活动活动
的录入。 

4.2.3.1 批量创建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创意”。 
2.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选择“批量创建”，在弹窗中，点击“下载模板”按钮，下载创意
上传模板。 
3. 在模板中，按照下表说明进行填写 
 

字段名

称 
业务含义 填写规范 



 

 

创意名

称 
即创意名称 字数别超过 20个 

4. 模板填好后，在批量创建的弹窗中，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从电脑中选择此文件，
再点击“确定”即可。 
5. 若上传成功，即可进入 3.2.4 排期管理环节。若上传失败，表示模板中所有的创意均
没有上传，则需根据错误提示，修改相应的信息，再次上传。 

 

4.2.3.2 批量下载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创意”。 
2. 勾选所需下载的创意信息 
3.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下载”，即可把创意信息下载下来。 

4.2.3.3 批量删除 

删除的前提： 
1. 需删除的创意没有录入活动当中。如被使用，则需在排期管理中，删除对应的活动
信息。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创意”。 
2. 勾选所需删除的创意信息 
3.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删除”，即可把创意信息删除。 



 

 

 

4.2.4 活动管理 

4.2.4.1 批量创建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选择“批量创建”，在弹窗中， 

a. 选择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点击“下载模板”按钮，下载创意上传模板，则模板
中会列出相应的日期范围，适用于传统活动广告。 
b. 如果不选择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直接下载模板，则模板中没有日期列。适用
于 RTB广告。 

3. 在模板中，按照下表说明进行填写【模版为参考】 
   

字段 业务含义 填写规范 是否

必填 

品牌 ①若开通广告行为圈包功能，
则此字段必须配置上。 

若配置的话，品牌名称会与品牌管

理中的一级品牌进行校验。 必填 

推广活动名

称 
 长度：0<=字数<=20 必填 

活动开始日

期 

①此日期会影响后续的编辑功
能； ②报表中，该活动数据的
时间范围即为开始日期到结束

日期之间。 

日期>=创建/编辑的日期 必填 

活动结束日

期 

①此日期会影响后续的编辑功
能； ②报表中，该活动数据的
时间范围即为开始日期到结束

日期之间。 

结束日期>=开始日期 必填 

媒体名称  取值范围： 媒体管理里录入的媒体
名称 必填 

点位名称  取值范围： 点位管理里录入的点位
名称 必填 

创意名称  取值范围： 创意管理里录入的创意
名称 必填 



 

 

第三方
TrackingID ①用于匹配点位级别的数据。 长度：0<=字数<=20 非必

填 

落地页 URL ①若填写此列，则品友的点击
代码会直接跳转至此 URL  非必

填 

投放目标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Branding  ②Performance  
③Others 

非必

填 

购买方式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Regular 
②PDB ③PD ④RTB ⑤Search 
⑥Others 

非必

填 

渠道类型  长度：0<=字数<=20 非必

填 

渠道名称  长度：0<=字数<=20 非必

填 

广告形式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Display 
②OTV ③SEM ④Feeds ⑤Social 
⑥Others 

非必

填 

点位类型  长度：0<=字数<=20 非必

填 

人群名称 仅仅记录此次投放定向的人群

名称。 长度：0<=字数<=20 非必

填 

终端类型 媒体名称和终端类型，共同决

定监测代码后面串的宏参数。 
取值范围：  ①PC  ②Mobile 
③OTT ④Tablet ⑤Others 必填 

地域定向  暂无填写规范。 非必

填 

结算方式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CPM  
②CPC  ③CPD 

非必

填 

净总价 不配置的话，则无法计算成本

类指标。 数字 非必

填 

单价 不配置的话，则无法计算成本

类指标。 数字 非必

填 

是否补量 仅仅记录此次投放是不是补量

的。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是  ②
否 

非必

填 

是否赠送 仅仅记录此次投放是不是赠送

的。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是  ②
否 

非必

填 

点位传数方

式 

①表示监测数据的回收方式。 
②C2S是更加可靠，且不易作
弊的方式。首选。 ③不同媒
体、不同点位，要求不一，需

要事先跟媒体进行确认。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C2S  
②S2S 

非必

填 

其他公司曝

光代码 

①串码且品友代码在前时使
用。 ②采用时，品友的点击代
码直接跳转到此列的链接。 

 非必

填 

其他公司点

击代码 

①串码且品友代码在前时使
用。 ②采用时，品友的点击代
码直接跳转到此列的链接，而

非落地页 URL 

 非必

填 



 

 

是否接受

DMP曝光监
测 

仅记录媒体是否接受 DMP监
测曝光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是  ②
否 

非必

填 

是否接受

DMP点击监
测 

仅记录媒体是否接受 DMP监
测点击 

如果要填，则取值范围：  ①是  ②
否 

非必

填 

4. 排期模板填好后，在批量创建的弹窗中，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从电脑中选择此文
件，再点击“确定”即可。 
5. 若上传成功，即可下载使用。若上传失败，表示模板中所有的活动和点位均没有上
传，则需根据错误提示，修改相应的信息，再次上传。 

 
 

4.2.4.2 批量下载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勾选所需下载的活动和监测代码信息。 
3.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下载”，即可把活动信息下载下来。 

4.2.4.3 批量删除 

删除的前提： 
• 活动没有开始。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勾选所需删除的活动信息。 
3.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删除”，即可把活动信息删除。 

4.2.5 Tracking 

Tracking为某个活动下的记录，一条 Tracking即每一条广告的排期信息和监测代码。 

4.2.5.1 批量修改 

不同进度的修改条件和修改范围如下： 



 

 

 

字段 活动开始前 
活动开始后，

结束前 

 活动结束后  

活动开始

日期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新日期
只能在当前修改日期

之后，结束日期之

前。 

• 不可修改 • 不可修改 

活动结束

日期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新日
期，只能在当前修改

日期之后。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新日
期只能大于当前修

改日期。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修改后的日期
大于原日期 

落地页
URL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直接替
换。 

• 可以修改 
• 修改的逻辑：替
换 
• 修改后如何处
理：需要重新出监

测代码 

• 不可修改 

日期打点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最早的
日期，必须大于当前

修改日期。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仅能
修改当前日期之后

的日期打点。 

• 不可修改 

其他维度 • 可以修改 
• 修改范围：直接替
换。 
• 【条件】仅限标准
排期模板的字段，自

定义字段需另行评

估。 

• 不可修改 
 

• 不可修改 

操作步骤：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点击想要修改的推广活动名称，进入 Tracking列表。 
3. 勾选所需修改的 Tracking信息，点击批量下载，把信息下载下来。然后本地电脑修
改后。 
4. 点击“批量操作”中的“批量修改”功能，在弹窗中，上传修改好的活动信息。 
5. 若上传成功，则流程结束。若上传失败，表示模板中所有的活动和点位均没有修改，
则需根据错误提示，修改相应的信息，再次上传。 
 



 

 

 

4.2.5.2 批量下载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点击想要下载的推广活动名称，进入 Tracking列表。 
3. 勾选所需下载的 Tracking信息。 
4.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下载”，即可把 Tracking信息下载
下来。 

4.2.5.3 批量删除 

删除的前提： 
• 活动没有开始。 
操作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活动”。 
2. 点击想要删除的推广活动名称，进入 Tracking列表。 
3. 勾选所需删除的 Tracking信息。 
4. 点击“批量操作”按钮，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批量删除”，即可把 Tracking 信息删除。 

4.2.6 查看日志 

日志功能，记录了每次上传的文件、操作人、状态，以及错误原因等信息，供后续排

查时使用。 
查看流程： 
1. 进入排期管理--活动录入界面，在顶部的 tab栏，选择“查看日志”。 
2. 即可看到每次上传的记录。 
3. 通过表格右上角的搜索按钮，即可搜索操作详情的内容。 
 

5.转化数据监测管理 

功能说明： 
从功能角度来描述，主要输出应用的全站访客监测及事件转化监测代码，随后依赖



 

 

CMU完成后端数据表的关联将所监测到的数据展示到前端。 
按照功能拆解，整体共由两部分组成： 
1.应用及应用分类的创建与管理 
2.应用所属的全站监测代码及事件转化代码的创建与管理 
 
操作说明： 
点击菜单“管理中心-转化数据监测管理”可进入该管理模块： 
• A 区域为应用及应用分类的树状结构展示及管理区，可以编辑/删除应用及应用分类，
并支持在某应用分类下新增应用 
• B区域为「创建应用及分类」入口，点击后可进入创建页面，详情见下方对应章节 
• C 区域为在 A 区域所选择的应用所有的监测代码（含：全站访客监测，事件监测），
所有监测代码在操作列可进行三项操作：下载，复制，删除 
• D区域为所选择应用的创建事件入口，点击后可进入事件创建页面，详情见下方对应
章节 

 

5.1 创建应用及分类 

功能说明： 
支持创建应用生成全站访客监测代码。或创建应用分类，对应用进行分类管理。 
 
操作说明： 
• 创建类型： 
1）应用： 
 

名称 描述 

应用名称 必填，是指所创建应用的名称，例如：XX
商城。 
限制：只支持 UTF-8编码字符，规则名称不
大于 20字，支持中文英文输入 



 

 

应用类型 必填，单选，枚举包含：小程序，webH5。
影响导出后 sdk的类型 

• 所创建的应用，会根据所选应用类型，自动创建全站访客监测代码，展示在应用所
属的事件列表中，默认展示在第一行。 

 
 

创建应用原型 
2）应用分类 
 

名称 描述 

分类名称 必填，是指所创建应用分类的名称，例如：

XX商城。 
限制：只支持 UTF-8编码字符，规则名称不
大于 20字，支持中文英文输入 



 

 

 
创建应用分类原型 

5.2 创建事件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目的是，在已创建的应用基础上，创建该应用所属的事件监测代码。 
 
操作说明： 
• 基本信息 
显示名：必填，是指所创建事件的名称，例如：XX商城。限制：只支持 UTF-8编码
字符，规则名称不大于 20字，支持中文英文输入 
事件名：必填，英文小写输入，同一个应用下事件名不可重复。 
 
• 属性信息详述： 
 

名称 描述 

显示名 必填，用户输入业务端易于理解的名称 

属性名 必填，英文小写输入。同一事件下属性名

不可重复 

类型 必填，下拉单选，包含：枚举、数值、文

本 

PII信息 必填，下拉列表单选，否或是。默认为

是，选择‘是’可理解为对该属性进行加密处
理。一般非个人信息等需要加密的内容，

选择否即可。备注：对是否加密判断，可

参考个人信息定义表内容。PII定义可翻阅
此文档，最后小节：小程序监测接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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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中心 

6.1角色管理 

【功能描述】 
该模块通过让客户设置角色，来提供不同层级的模块权限及数据权限的管理。 
【图例说明】 

 
【解释】 
新建角色 
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录入角色名称，为该角色起名。例如：系统管理员；角色说明



 

 

为备注说明信息。 
不同角色可以被授予不同模块的权限。例如：如果角色没有被授权数据概览模块，则

该角色的账号页面中不显示该模块。 
 

6.2账户管理 

【功能描述】 
我的账号管理可以编辑自己的账号密码。 
【图例说明】 

 
 
 
【解释】 
修改密码 
输入一次旧密码和两次新密码，完成重设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