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软秘密                                                                    

 
 

 

 

 

 

 

 

 

 

 

  

东软慧鼎数据治理产品 

白皮书 

 
编制日期 2020-07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中国 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东软软件园  

www.neusoft.com 

 



 

东软秘密                                         2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本软件和相关文档的版权归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任何侵犯版权的行为都将被追究法

律责任。未经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许可，不得将本软件的任何部分或全部及其用户手册以任何

形式、采用任何手段（电子的或机械的，包括相机复制或录制）、为任何目的，进行复制或

传播。 

 

版权所有 2020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本软件及其用户手册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承担任何责

任。 

 

 

 

 

 

 

 

 

 

 

 

 

 

 

 

 

 

 

 

 

 

 



 

东软秘密                                         3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1. 关于东软 ........................................................................................ 4 

2. 产品概述 ........................................................................................ 5 

3. 核心优势 ........................................................................................ 7 

3.1 任何系统都适用，全面解决您的数据困扰 ........................................... 7 

3.2 图形展示抽象概念，助您轻松成为数据分析专家 ................................... 7 

3.3 治理规则可定义、可扩展 .............................................................. 9 

3.4 治理报告可配置、可输出，所见即所得 ............................................ 10 

3.5 执行治理规则可监控 .................................................................. 11 

3.6 待校验系统相关信息支持导入，为您轻松助力 .................................... 12 

4. 典型应用场景 ................................................................................ 13 

4.1 应用场景一：想使用数据做决策分析，数据是否可靠？ ......................... 13 

数据唯一性治理 .............................................................................. 13 

数据完整性治理 .............................................................................. 13 

数据准确性治理 .............................................................................. 14 

数据一致性治理 .............................................................................. 14 

数据连续性治理 .............................................................................. 15 

4.2 应用场景二：数据有问题，责任谁来负？ ......................................... 15 

  



 

东软秘密                                         4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关于东软 
东软创立于 1991 年，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致力于以软件的创新，赋能新

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目前，东软在全球拥有近 20000 名员工，在中国建立了覆盖 60 多

个城市的研发、销售及服务网络，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设有子公司。 

东软以软件技术为核心，业务覆盖智慧城市、医疗健康、智能汽车互联以及软件产品与服

务领域。 

在智慧城市领域，东软聚焦医疗、电信、能源、金融、政府、交通、环保、教育等二十多

个行业，提供产品与解决方案，并在众多行业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 致力于构建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型智慧城市。 

在医疗健康领域，东软推动信息技术与医疗的融合，创新医疗新模式，面向居民及患者、

医药服务支付方、政府监管方、医疗服务提供方以及生态链各方，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在智能汽车互联领域，东软以软件为驱动，推动汽车产业的开放与融合，专注智能网联及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自动驾驶、共享汽车、电动化领域，致力于打造安全、舒适、智能、绿

色的汽车生态系统和移动出行服务。 

在软件产品与服务领域，东软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云与数据服务以及产品

工程与软件工程服务等，帮助企业实现业务的创新与转型。 

未来，东软将以更敏捷、创新的方式，更加以客户为中心，用软件帮助个人、企业及众多

行业应对万物互联时代的升级，用超越技术的创意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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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述 
数据是企业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受重视。

数据质量是描述数据价值含量的指标，用来衡量数据的精确性、完整性、重复性、存取性、

关联性、一致性、及时性、易用性、客观性等维度。不同企业对数据质量维度的标准不尽相

同，企业需要对数据进行提炼和加工，保证较高的数据质量，才能用于支持企业日常的经营

与决策。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东软慧鼎数据治理产品）是东软集团倾力打造的一

款专业、灵活、高效、易扩展的数据质量监控管理产品，源自于东软 TalentBase HCM（战

略整合人才资本管理系统）人力资本管理系列产品团队。 

基于多年的业务研究与经验，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关注数据质量的五大

维度、提供十四个治理规则，精确地分析和判断业务系统数据是否准确、全面，是否具备利

用价值： 

 完整性 

信息项内容缺失规则、数据记录缺失规则 

 唯一性 

单信息项内容唯一规则、多信息项组合内容唯一规则 

 准确性 

信息项内容区间值范围规则、文件容量范围规则、文件扩展名规则、照片尺寸规则 

 一致性 

业务协同规则、多数据仓库数字型信息项汇总规则、多数据仓库记录数汇总规则 

 规范性 

单信息项记录连续规则、区间信息项记录连续规则、分组记录连续规则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满足企业中不同角色对数据质量进行监控管理的需

求，使产品使用者不需具备专业的数据分析能力就可以成为“数据分析师”，为企业数据保驾

护航。 

产品使用者通过在系统中配置待校验系统的相关信息、需要校验的规则以及报告自行生

成时间，可以自行生成可视化可编辑的报告，具体业务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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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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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优势 

3.1 任何系统都适用，全面解决您的数据困扰 

通过对数据质量的研究与多年的经验总结，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抽象出

统一、可靠、全面的数据质量评估模型，使数据治理与业务不再相关，可对任何系统已存在

的数据进行治理，不再局限于某个系统，无需进行二次开发改造，简单配置即可满足您的需

求。 

 

3.2 图形展示抽象概念，助您轻松成为数据分析专家 

数据质量治理是一种抽象级别较高的操作，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使用图

形化的展现方式，让抽象概念形象化，易于理解，简单的页面操作即可完成复杂的治理工作。 

图 2 可视化主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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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视化信息集管理 

 

图 4 可视化规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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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视化规则管理 

 

3.3 治理规则可定义、可扩展 

产品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治理需求构建治理规则、扩展治理规则。系统可设置规则模板，

方便产品使用者快速构建自己的治理规则。治理规则设置采用引导式方式，降低产品使用者

的学习成本，极大地提升效率。 

图 6 引导式配置规则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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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引导式配置规则第二步 

 

图 8 引导式配置规则第四步 

 

3.4 治理报告可配置、可输出，所见即所得 

产品使用者可根据治理规则自行配置治理报告显示内容、报告布局并输出相应报告，配

置时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做到用户配置与输出报告相一致，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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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据治理报告 

 

3.5 执行治理规则可监控 

产品使用者可配置治理规则自行执行周期，治理规则可以按天、按月、按周执行，在执

行期间可以监控执行情况，了解报告输出情况，便于使用者对系统进行管理。 

 

图 10 治理报告执行任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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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待校验系统相关信息支持导入，为您轻松助力 

产品使用者可使用校验系统数据常量导入功能、校验系统映射导入功能、校验系统信息

集导入功能，轻松构建待校验系统的信息，减少前期数据构建的繁琐步骤，为您轻松助力。 

图 11 映射导入页面 

 

 

图 12 信息集导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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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应用场景 

4.1 应用场景一：想使用数据做决策分析，数据是否可靠？ 

某公司想利用已有的企业数据做决策分析，但在进行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质量问题，不

知道数据库里的数据是否可靠，如果基于不可靠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必定是不准确的。

但是苦于数据之多，结构和逻辑比较复杂，人工很难完成质量校对等问题，一直无从下手。 

解决方案：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聚焦于数据的质量问题，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

简单的图形化配置就可以进行数据治理，获得有问题数据，进而进行数据质量的修复。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关注数据质量的唯一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规范性五大维度，足以衡量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产品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相关

规则进行数据质量治理。具体应用场景举例如下： 

数据唯一性治理 

数据唯一性用来描述数据是否存在重复记录，没有实体多余出现一次。数据的违反唯一

性原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人员职位信息中，有兼职的情况，主职岗位不唯一、员

工有效合同不唯一、专业技术人才评价表中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存在同一个代码对应多个名

称、历任职位/职业履历中 岗位相关内容在岗位信息表中重复等。 

 

图 13 数据唯一性治理典型场景 

数据完整性治理 

数据完整性用来描述信息的完整程度。数据会存在一些完整性欠缺的问题： 

 单信息的缺失，比如：身份证、工号、职称、职级等缺失； 

 记录缺失，比如：员工没有教育信息、没有所在岗职位信息等； 

 业务协同数据缺失，比如：政治面貌为党员的没有亲属信息、正式员工没有社保缴

费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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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都可以有效识别。 

 

图 14 数据完整性治理典型场景 

数据准确性治理 

数据准确性用来描述数据是否与其对应的客观实体的特征相一致。数据会存在一些简单

的准确性问题，如司龄不在规定的区间内、出生日期在当前日期之后、附件的大小范围、照

片的尺寸等。还有如司龄不能大于工龄、研究生工龄不应小于 2 年等这些带有复杂业务逻

辑的数据值范围准确性问题。 

 

图 15 数据准确性治理典型场景 

数据一致性治理 

数据一致性用来描述同一信息主体在不同的数据集中信息属性是否相同，各实体、属性

是否符合一致性约束关系。业务需要一致，数据也需要一致。如当月社保缴费金额与薪酬发

放的社保金额不同，而这种不同除了要知道总额的不同外，我们还需要知道是那一条发薪记

录与社保缴费记录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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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数据一致性治理典型场景 

数据连续性治理 

数据连续性用来描述信息主体是否连续，是否没有出现重复、断链、交叉的情况，如，

社招员工社会工作信息时间段不能出现交叉或者重复，同样一个员工任职（主）信息中不能

在同一时间所属多个部门。 

 

图 17 数据连续性治理典型场景 

 

4.2 应用场景二：数据有问题，责任谁来负？ 

某公司想利用已有的企业数据做预测分析，考虑到数据质量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写数据

库脚本的高手，废了很多功夫才写出一些勉强满足需求的数据库脚本，但是后续别人无法进

行任何修改、扩展，只有这位高手才可以修改语句，而且很难找到具体的负责人，数据问题

修复无法完成。 

解决方案： 

TalentBase Data Management 帮助产品使用者发现有质量问题的数据，并生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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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告，根据业务需求可以将报告发送给相关责任人，进行数据质量修复，数据报告可以对

比查看，以验证数据质量修复的效果。产品使用者不需要会写数据库脚本，只需要简单地进

行图形化配置，即可完成数据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