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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面对市场环境和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开始重视数据中心的建

设，希望通过数据来提高管理水平及竞争力。数据已成为企业和单位最重要的资

产，但有许多因素会导致这些“资产”贬值，比如数据的冗余和重复导致信息的不

可识别、不可信，信息精确度不够，时效性不强；结构或非结构数据使整合有困

难；管理层面的人员变动引发的影响；数据标准不能统一，相关规范不完善造成

对数据理解的不充分等等。这导致我们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数据挖掘时，分析

的结果有很大的偏差，为决策来带来了负面影响。    

 EsDataClean 数据质量管理平台正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而研发的。通

过 EsDataClean，可以及时发现、定位和解决数据仓库建设过程中各环节的数据

质量问题，并完成问题数据的流转和处理，同时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和监控，有

助于不断改进数据质量管理水平，大大提高数据仓库建设效率及展现层的数据可

靠性。 

2. 产品介绍 

EsDataclean 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数据质量管理控制工具，用于解决业务系

统运行、数据仓库建设及数据治理过程中的数据质量问题。它以标准化的数据质

量规范为基础，运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工作流、评分卡、可视化等技术帮助

组织建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及时性、一致性、逻

辑性，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减少因数据不可靠导致的决策偏差和损失。 

具体目标如下： 

 建设灵活性强、可视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的数据质量管理平台； 

 消除现有业务系统的数据质量问题，包括本身存在的技术问题以及逻辑

错误的问题； 

 能够辅助用户建设和持续改进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一种数据质量管

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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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掌握数据质量监控情况，定位数据问题，并能及时将问题反馈至相

应负责人； 

 评估目标数据的数据质量，进行绩效管理。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质量检查规则管理、绩效管理、工作流管理、质量分析报

表查询、质量报告等。 

 

图 1产品架构 

3. 产品功能 

3.1. 规则管理 

提供数据质量规则的定义和管理，数据质量规则定义数据质量审核的业务逻

辑，是数据质量审核和监控管理的基础。 

系统提供了完整性评价、规范性评价、逻辑性评价、及时性评价、重复性评

价、外键关联性、波动分析、平衡分析等多种评估方法。各评估方法均采用可视

化界面，用户无需编程，即可轻松完成所有规则的建立。 

规则定义提供了规则复制和规则模板的功能对规则进行多模型使用，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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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规则定义过程中的便利性。 

规则管理支持按评估方法进行分组，也支持用户自定义分组，并可对定义好

的规则进行多角度拓扑展现，使用户对所建立的规则一目了然，协助用户建立完

整的质量规则体系。 

    规则支持自动检查，也支持用户在建立过程中人工检查，通过实时执行的结

果可辅助用户调整规则的定义。 

3.2. 流程管理 

数据质量平台参照工作流管理联盟（WfMC）标准设计，提供可视化流程定

义界面，通过定义界面可轻松定义问题数据的处理流程，包括发起、催办、转办、

退回等。并可根据流程的优先级、最终期限、转派次数进行监控，提供多角度查

询功能。 

3.3. 监控管理 

系统支持数据质量检查方案的定义和管理，包括检查范围、检查时间、检查

规则、评分规则、评估报表等。方案支持人工调度和自动调度。 

3.4. 结果管理 

通过质量监控，会产生和保存质量结果，包括对象名称、发生时间、违反规

则、级别、状态等。系统自动生成每个质检方案的明细结果表，并允许用户根据

分析需要对明细结果表字段进行自定义，为用户进行丰富多样的数据质量分析提

供数据。 

检查产生的结果可通过界面、邮件、短信（需有短信设备）等方式告警，并

可自动发起或人工发起问题处理流程。 

3.5. 统计分析 

根据数据质量管理及监控需要，对问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系统内置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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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问题数据分析功能、统计报表功能及数据质量分析报告。 

为了满足用户深层次数据质量分析需要，我们支持用户将基于亿信 BI 等第

三方业务系统分析报表地址配置到数据质量系统进行展示。 

3.6. 绩效管理 

用户在定义规则时，可定义不同规则的分数或权值，通过权值可以对数据质

量进行绩效管理与评估。 

3.7. 门户管理 

系统提供门户管理功能，实现数据质量系统资源的统一门户配置和资源的可

视化展示，为不同类别的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门户。 

3.8. 系统管理 

 提供系统资源定义、参数配置、用户管理及功能权限等管理功能。 

3.9. 信息交换 

系统支持知识库的自动积累，在发生相同规则的问题时，可查看历史的处理

知识库信息，达到知识共享。 

系统支持以公告形式发布质量报告，可供查看和下载。 

系统支持规则、统计分析、绩效结果的导入导出，进行数据质量管理的信息

交换和共享。 

4. 产品特点及优势 

4.1. 专业的理论体系 

EsDataClean 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基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全面数据质

量管理（TDQM）”及戴明“PDMA 循环”理论体系，并结合了国内外数据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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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方法而规划研发，它通过专业的体系建立流程，以专业化的角度帮助机构

建立和持续改进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数据质量 。 

4.2. 丰富的评价算法 

系统支持多种评价算法，提供了完整性评价、规范性评价、逻辑性评价、

及时性评价、重复性评价、外键关联性、波动分析、平衡分析，以国内领先的评

价方法及算法研究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数据质量保障。 

4.3. 友好的界面操作 

系统具备友好的交互体验，无需专业的数据库工程师参与，普通用户即可

完成规则定义等关键操作。 

4.4. 质量绩效评估 

质量绩效评估是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用于量化数据质量情况，激励数据质

量的提升。EsDataClean 支持用户定义评分依据和权重，并可按照字段、表、规

则类别、关键字等粒度生成质量评估结果。 

4.5. 跨数据源比对 

系统支持业务系统建设、数据仓库建设各重要阶段设置数据检查监控点，

并能实现跨监控点、数据源的比较分析。通过常规的规则定义的方式可实现 etl

前后的数据一致性比对等。 

4.6. 多告警方式  

对质量检查的结果提供多方式（界面、邮件、短信）方式告警，让用户及

时了解到系统检查结果，避免重大问题的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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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灵活的数据整改流程  

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参照工作流管理联盟（WfMC）标准设计，用户可自行定

义整改流程，可实现问题分发给数据责任人，并可实时监督流程处理的状态。根

据流程的优先级、最终期限、转派次数等提供多角度查询功能。 

4.8. 丰富的质量分析 

EsDataClean 提供了多种质量分析报表，辅助用户对问题数据进行质量分析，

以便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质量改进。 

 综合分析   按各类维度综合展示数据质量情况  

 占比分析   各类规则问题数占比分析、各表问题数占比分析、重大问题

发生出次占比分析等。 

 排名分析   各规则问题数排名情况、各表问题数排名情况、数据源问题

数排名情况等。 

 趋势分析   各类规则问题数趋势分析、各表问题数趋势分析、各数据源

问题数趋势分析等。 

 同比环比分析  各类规则问题数环比同比分析、各表问题数同比环比分

析、各字段问题数同比环比分析等。 

4.9. 支持自动修复策略（后期提供） 

系统支持多种自动修复策略，包括置为平均值、固定值、删除记录、按表达

式修正等，减少人工修改压力。 

4.10. 丰富的统计分析报告 

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统计分析报告，按照图文并茂多维度的方式对用户的数据

质量情况及绩效情况进行展现分析，通过分析报告能发现数据质量管理的问题，

帮助用户改进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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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知识库自动积累和查询（后期提供） 

基于标准的工作流程，当用户处理完问题可添加问题的处理结果和经验，当

其他用户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可通过知识库的结果辅助问题的解决，提高解决效

率。 

5. 软硬件环境 

5.1. 服务器 

组件 要求 

处理器 基本配置1 CPU，建议2个或更多 

内存 基本配置4GB，推荐8GB以上 

磁盘空间 >=40GB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Server + SP4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 + SP4  

 Windows 2003 Server + SP1 

 IBM AIX 

 HP-Unix 

 Linux 

应用服务器 

 BEA WebLogic8.0或以上 

 IBM WebSphere 6.0以上 

 JBoss3.2.6以上 

关系数据库 

 Oracle10g/11g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以上 

 DB2 7.2以上 

 Sybase11.1 以上 

 MySQL 4.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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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客户端 

组件 要求 

处理器 建议P4 1.5GHz以上 

内存 基本配置256MB RAM，推荐512MB RAM以上 

操作系统： 

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 2003  

 Linux  

Web浏览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及以上； 

FireFox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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