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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数据问题

可疑的数据问题

意想不到的数据问题

易受控制的风险
易处理的业务规则
清晰的期望值
业务用户参与程度高

不易受控制的风险
难以知晓的业务规则
低于预期的期望值
业务用户参与程度低

数据质量管理有助于发现尽可能多的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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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库

数据质量

诊断

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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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管理范畴概述



提供大量成熟的经验证

的开箱即用国际通用剖

析和诊断规则；

数据
质量
诊断

自带钻取功能、

方便记录追踪；

剖析结果自动图形展示

，便于理解和查看；

能对数据剖析和诊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标注和注释，方便问题沟通和追踪

；

智能自动，显著减

少项目实施成本。

数据质量诊斷



数据质量诊断应用价值

B

D

F

A

C

E

全面了解企业数据情况， 对数据资

产“心中有数“

可重用的数据处理规则库，确保企业

高质量的数据流程，并大量节省人力物力成

本

持续化的数据质量监管，确保企业新

旧数据的高质量，辅助精准决策与业务规范

为企业数据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完善的数据质量管理流程有助于创建单一客户视图、完整的

用户画像，丰富用户标签体系，优化企业业务流程和用户服

务

可视化的数据质量管理平台方便企业通过丰富的

数据质量评分体系及时知悉数据问题并做及时优化



Attribute

Row

Entity

Project

ABR

EBR

Process

Data StructureBusiness Rule & Process

EBR = Entity Business Rule

ABR = Attribute Business Rule

数据质量管理技术概述



字段

行／记录

库／实体

数据质量项目

字段及字段
间规则

数据库及表间架构规则

业务处理规则

数据结构业务规则 & 处理流程

数据质量管理技术概述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订单记录
客户属性记录

订单数据库
客户数据库

目标客户画像项目

生日与身份证
字段间规则

订单记录与客户基本属性
表间关系

快销品精准营销目标客户

数据结构业务规则 & 处理流程

数据质量管理技术概述



数据剖析

数据剖析是通过剖析企业特

定数据集，挖掘元数据以获

取统计信息，从而帮助企业

全面了解数据，并确定这些

数据可用性的过程。

• 数据内容及背景分析

• 数据结构及路径分析

• 数据成分及业务规则合规分析

• 数据间关系及相关资源匹配

• 识别数据转化机制

• 建立数据有效性及准确性规则

• 校验数据间依赖性

商业用户界
面

自动监测处
理

源系统或
快照监控

协同环境
改善

(清洗及标准
化）

主数据比较

数据转换

图形显示
字段样式
分析

确定数据关
联

语音模糊
匹配分析

函数分析

关键完整性
分析

索引键分析

关联分析

字段结构

最大/最小记录长度

数据格式

空记录数

基础属性

SQL脚本和
手工编码的剖析

受众

功
能

属性

范围

频率

高级客户属性

数据质量管理技术概述



华矩智慧金融风控系统模型

异构数据

历史数据

跨界数据

第三方数据

第三方数据

第三方数据

数据标签
共享平台

数据诊所 数据优化 数据质量管理

风控算法

结果输出A 结果输出B 结果输出C

校验／反馈



华矩智慧金融风控系统模型

异构数据

历史数据

跨界数据

第三方数据

第三方数据

第三方数据

数据标签
共享平台

数据诊所 数据优化 数据质量管理

风控算法

结果输出A 结果输出B 结果输出C

校验／反馈

• 大数据
• 多维度
• 跨界
• 标签丰满度
• 快速／实时数据整合

• 样本精准
• 数据质量高
• 控放自如的样本选择
• 可持续优化

• 校验及判断算法优化方向
（样本采集／数据质量／算法）
• 快速验证／反馈
• 算法自学习及调整
• 自动调节



交易／运营
数据

客户数据
地址数据

用户画像
场景分析

精准数据
关联数据
人工智能

• 凭证
• 追索
• 决策

• 流量经济
• 粉丝经济

• 点击收费
• 精准营销
• 跨界销售

• 按效果付费
• 反哺产品设计

• 事实
• 完整
• 正确
• 内部数据

• 海量存储
• 海量处理
• 流量导流
• 数据颗粒度分

解
• 数据结构化处

理
• 内部数据

• 数据分析
• 数据质量
• 快精准
• 企业间数据

• 预测
• 算法
• 大数据处理能

力

数据1.0

数据2.0

数据3.0

数据权力的转移



华矩智慧金融风控系统模型

决定大数据风控效果的几个元素：
• 数据量
• 标签丰满度
• 数据质量
• 数据处理/反馈/调整效率

1. 数据采集时间
2. 大数据处理速度（如ETL）
3. 风控算法速度
4. 反馈系统运行速度



数据质量管理云平台

SaaS数据质量管理平台--一站式管理企业数据

基于云端的自动智能服务平台，用户只需登陆后进行简单的数据源配置与服务内容选
择，后台自动进行数据处理服务，并快速通过平台交付处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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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tream Approach to Data Quality 

Metrics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mperatives drive Data Quality Vision 
Define metrics, goals and performance data to implement this strategy and 

evaluate performance at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Metrics

Vision

Strategies

Objectives

Data Quality metrics link day-to-day operations to 

your Vision and Strategy
 Are we achieving the results we expected?

 Do we need to adjust course? 

 Are we focusing too much in one area and seeing 

adverse impact in unexpected areas?

 Does everyone understand how they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our goals?



| 18

Basis for building the Data 
Quality Vision

Business Imperatives

• Get closer to the customer

• Drive customer loyalty by providing valuable,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ustomer-focused order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Manage 
the customer lifecycle to provide the right information, at the right 
time. 

• Provide a consistent customer experience across all interaction 
channels.  Ensure that data and business rules are consistent, 
transparent, and auditable. Protect the sell-side margin by preventing 
customers from using “bad data” as a way to request more 
favorable pricing.  

• Enable support for a fee-for-service model, for vendors and customers

• Analyze and segment customers and vendors based on their value to 
the company. 

• Maximize buy-side margins. Improve our knowledge of what we 
purchase, from whom, and how profitable it is. 

• Leverage investments to maximize returns

• Be the most efficient company in the industry at providing quality 
services to trading partners, with minimal investment; “Do more, 
with less” when providing customer service.

• Reduce internal customer support costs. Reduce the number of 
customer inquiries, and reduce the amount of manual effort required 
to resolve issues and investigate discrepancies.

• Streamline the capture and transfer of data received from 
manufacturers. Require manufacturers to provide data in the format 
we specify.  Reduce the manual effort associated with accepting 
manufacturer data.

• Improve decision support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processes

• Coordinate sales and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better, to allow 
business manager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reduce costs; 

• Reduce the manual effort associated with collecting operational data

• Develop a real time view of customer activity; perform predictive 
analysis, us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nd information, to be 
more proactive to changes in customer activities (declining sales, 
customer moves, etc.)

Technology Imperatives

•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and accessibility of operational and analytical data

• Consolidate data and business rules to create a “single version of 
the truth”, for key business functions.  Ensure all channels access a 
common layer of business rules.

• Provide more timely access to operational data, to a greater number 
of users, in a secure manner. Apply business rules in real time to 
reduce the manual effort required to coordinate data and “give it 
meaning”. Deliver information to the business in the format in which 
it is needed.

• Define customer and vendor segments and service levels to support 
profitability analysis. Support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s required by 
the business for analytical purposes.

• Implement an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for governing the shared 
data and business rules.

• Establish governance processes

• Define, and adhere to, a common enterprise* data model  to reduce 
errors and misunderstandings.

• Establish data quality guidelines for use by projects. Ensure that new 
projects adhere to guidelines, and leverage existing business rules 
and data. 

• Reduce the number of data defects

• Allow customers to perform self-service management of their own 
data.

• Implement ongoing automated data cleansing and matching 
processes to proactively identify poor data.

• Improve auditing capabilities.  Preserve all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s 
it was captured.  Log and capture relevant data (e.g. reason code for 
pricing an order higher than displayed) so that issues can be more 
quickly investigated and resolved.  

• Reduc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costs and improve flexibility

• Reduce the number of point-to-point interfaces and redundant 
physical data stores

• Reduce the number of platforms and technologies used to store, 
access, and distribute data.

• Leverage package solution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home-grown”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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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age of Data Quality Metrics to Strategic Business Imperatives

Vision Strategies Objectives Metrics

Increase 

Sales and 

Revenue

Create 

Integrated 

view of 

customer

Create 

Integrated 

View of 

Suppliers

% of single data 

elements with duplicate 

QA requests resulting 

from misunderstanding 

and/or misuse of data 

elements

More 

effective 

customer 

promotions 

and 

targeting

Lower cost of 

Production

% of duplicate 

Customer Records

% of incomplete 

Customer Records

Example: 

Data Quality Metric Definition

% of duplicate 

Supplier Records

% of incomplete 

Supplier Records

% difference of 

supplier information 

from one system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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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TSMC’s data issues affect 
data quality?

Clarity Completeness Consistency Correctness Integrity

Missing Data 

Ownership and 

Accountability

X X X

Lack of Data and 

Businesses Process 

Integration

X X X

Inconsistent Data 

Defini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X X X X

Ineffective Data 

Relationship and 

Classification  

X X X X

Invalid Data Entry X X X

The identified categories of data issues can cause many different 
data quality problems

TSMC’s Data 

Issue Category

Data Quality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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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ics are designed & monitored by the Data Stewards.  

 Initially, only a few top priority metrics receive focus.  

 As data quality improves, Data Stewards reprioritize metrics, and 

collect and track additional metrics

Metric 

Category

Metric 

Name

Metric 

Description

Subject 

Area

Business 

Process 

Area

System 

Scope

Data 

Steward Formula

Collection 

Process

Collection 

Frequency

Reporting 

Frequency

Target 

(Green) Yellow Red

Accuracy (to 

Reality) 

Correct Product 

Description

Does the production 

description, obtained directly 

from the database using a 

given item number, match 

the expected value? Product Ordering

MIF - all 

physical 

instances Jody Taylor 

(Number of correct 

product descriptions) / 

(Number of records 

sampled)

Systematic 

Sampling Daily Weekly 99% 98% 90%

Consistency 

Consistent Product 

Description Across 

Channels

Does the same order, when 

passed through 2 different 

order channels, result in the 

same product description for 

each line item? Product Ordering

All other entry 

channels Jody Taylor 

(Number of matching 

product descriptions) / 

(Number of items 

submitted)

Systematic 

Sampling Daily Weekly 99% 98% 90%

Consistency

Consistent Pricing 

Across Channels

Does the same order, when 

passed through 2 different 

order channels, result in the 

same price for each line 

item?

Customer, 

Product, 

Contract, Price Ordering

All other entry 

channels ??

(Number of matching 

prices) / (Number of 

items submitted)

Systematic 

Sampling Daily Weekly 99% 98% 95%

Non-Duplicate 

Records

Duplicate Customer 

Records

Are there multiple active 

records for a given customer 

number? Customer

Ordering, Sales & 

Marketing

CCDB - all 

physical 

instances

Melissa 

Norcrosse

(Number of customers 

without duplicate 

records) / (Number of 

total customers) Full Record Check Daily Weekly 99% 98% 95%

Accuracy (to 

Reality) Correct Inventory 

Does the inventory in the 

database match the product 

on the shelf? Product Ordering

Distrack - all 

divisions ??

(Number of products 

with correct inventory ) 

/ (Number of products 

checked)

Random Sampling + 

Physical Inspection Weekly Weekly 99% 98% 95%

Consistency

Consistent Pricing Over 

Time

Does the price on a Distrack 

report match the invoice 

price? Price, Invoice Ordering

Distrack - all 

divisions ??

(Number of matching 

prices) / (Number of 

items submitted)

Random Sampling + 

Physical Inspection Daily Weekly 99% 98% 95%

Consistency

Consistent Product 

Description Over Time

Does the product description 

on a Distrack report match 

the invoice price? Product, Invoice Ordering

Distrack - all 

divisions ??

(Number of matching 

product descriptions) / 

(Number of items 

submitted)

Random Sampling + 

Physical Inspection Daily Weekly 99% 98% 95%

Completeness

HQ Affiliations 

Complete

Do all stores have HQ 

affiliations Customer

Ordering, Sales & 

Marketing

CCDB - all 

physical 

instances

Melissa 

Norcrosse

(Number of records 

with HQ affiliations) / 

(Number of total 

customers) Full Record Check Daily Weekly 99% 98% 95%

Sample Deliverable:

Detailed Data Quality Metrics



数据质量管理课程安排 

 

课程概览： 

在大数据时代， 数据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数据分析和利用效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是困

扰许多大数据公司和企业在拓展其大数据战略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在数据治理领域， 

ETL， 数据分析， 数据集成、数据可视化等领域已经都取得飞跃的进展， 但数据质量问题

及其引发的数据质量衡量、数据质量的检验、数据质量监控、数据质量提升等技术实现手段

正日益被业界所关注并逐步加大投入以获得革命性的改进，以提升数据质量管理的效率， 

降低数据质量优化的成本。本课程重点围绕数据质量相关命题， 引入以国际知名数据质量

管理工具软件－Trillium Software 的数据质量管理理念及方法，结合业界的最佳实践及

讲师本人的从业经验，面向企业数据战略制定者、数据治理管理者、数据质量处理人员定制

化准备的专业数据质量管理课程，本课程中数据处理理论、工具实例演示、业界实际案例分

享、具体技术实操相结合，使学员从宏观理论到微观技术实操建立完整的数据质量管理体

验。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一天 上午: 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及数据质量管理概述 

1. 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介绍 

2. 数据质量构架 

3. 企业实施数据质量管理的战略 

4. 数据质量评测方法 

5. 数据质量管理业界最佳方法介绍 

6. 业界领先数据质量管理工具－Trillium Software 介绍 



第一天 下午: 数据剖析（探究）在大数据应用中的作用 

1. 数据基本属性介绍  

2. 数据剖析方法与原理 

3. 数据剖析中的业务规则介绍 

a) ABR （Attribute Business Rule ) 

b) EBR   (Entity Business Rule ) 

4. 数据剖析在大数据应用中的作用 

 

案例及演示 

 －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系统的数据属性构成及介绍 

 

第二天上午: 数据剖析 

5. 数据剖析的基本流程 

6. 数据集成 

7. ABR的建立及使用 

8. EBR的建立及使用 

9. 如何通过 ABR、EBR的使用进行数据剖析 

10. 数据剖析结果报告介绍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系统进行数据剖析演示 

第二天下午: 数据质量诊断 

1. 数据质量诊断的目标 

2. 数据质量诊断的原理和方法 

a) 数据合规性检查 

b) 数据一致性检查 

c) 数据完整性检查 

d) 数据空值检查 

e) 数据表键值检查 

f) 数据重复记录检查 

g) 数据关联性检查 

3. 数据诊断流程 

a) 数据基本单元质量诊断（字段及字段间） 

b) 表内（或库内）数据质量诊断 

c) 跨表（或多库）数据质量诊断 

4. 数据质量诊断项目执行流程 

5. 数据质量诊断报告及解读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系统进行数据质量诊断演示 

 

第三天上午: 数据优化 

6. 如何通过数据诊断报告制定数据优化策略 

a) 数据质量整体分析 

b) 制定相应的业务规则 



第三天上午: 数据优化 

1. 如何通过数据诊断报告制定数据优化策略 

a) 数据质量整体分析 

b) 制定相应的业务规则 

c) 制定数据处理策略 

2. 数据优化流程与步骤 

a) 数据查重（表内与表间）去重 

b) 数据冗余处理 

c) 数据补全 

d) 数据分词与结构化改造 

e) 数据标准化 

f) 数据匹配及筛选 

3. 业务规则在数据优化中的使用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进行数据优化演示及相关案例分享 

 

 

第三天下午: 数据质量评分卡管理及应用 

4. 数据质量评分卡体系介绍 

5. 数据质量阀值定义与设计 

6. 如何利用数据质量评分卡体系进行数据质量趋势分析 

7. 如何利用评分卡体系进行企业数据质量监控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系统数据质量评分卡体系实操介绍 

第四天上午: 如何通过业务规则进行数据质量管理 

1. 数据治理中的业务规则定义及使用介绍 

2. 常见业务规则种类介绍 

a) 数据属性及架构 

b) 数据库属性及架构（Entity ) 

c) 通用业务规则（如按国别的邮政编码体系，相关国际标准） 

d) 行业通用业务规则 

e) 行业专用业务规则 

f) ….. 

3. 构建业务规则的语法及兼容性、适应性处理 

4. 数据质量诊断中如何按需调用业务规则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撰写业务规则及使用演示 

 

第四天下午: 企业数据处理业务规则库建立与管理 

5. 数据处理规则库定义及介绍 

6. 规则库的建立在大数据处理及职能分离、历史承接的作用和意义 

7. 规则库建立及使用 

a) 业务规则库设计 

b) 业务规则分类及存储 

c) 业务规则库共享及权限管理 

d) 业务规则库的维护与升级 

8. 业务规则库在数据质量管理的定位及调用。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业务规则库使用演示 



 

第四天下午: 企业数据处理业务规则库建立与管理 

1. 数据处理规则库定义及介绍 

2. 规则库的建立在大数据处理及职能分离、历史承接的作用和意义 

3. 规则库建立及使用 

a) 业务规则库设计 

b) 业务规则分类及存储 

c) 业务规则库共享及权限管理 

d) 业务规则库的维护与升级 

4. 业务规则库在数据质量管理的定位及调用。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业务规则库使用演示 

第五天上午: 如何建立企业级数据质量管理平台 

5. 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基本功能及构架 

a) 数据集成 

b) 数据诊断 

c) 数据优化 

d) 数据展示 

 

6. 企业数据质量管理平台使用费角色及职责权限设计 

a) 系统管理员 

b) 业务分析 

c) 数据分析 

d) 报表使用及展示 

7. 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在不同的商业应用场景的定位及部署 

 

 

案例及演示 

 － 利用 Trillium Software 软件构造企业级数据质量管理平台 

 

第五天下午: 数据质量工具与 ETL、数据分析工具的集成 

8. 数据质量管理工具与 ETL、数据分析工具的区别与交互作用 

9. 三者之间的交互雨集成 

a) 流程整合 

b) 数据源接口 

c) 业务规则对接与传递 

 

10. 企业典型数据处理中数据质量管理及 ETL、数据分析使用案例介绍 

 

第六天上午: 案例分享 

1. 国内大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数据质量诊断案例介绍 

2. 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如何利用数据质量优化提升其精准推送效果。 

3. 大型大数据公司数据库记录查重及匹配实施介绍 

4. Trillium Software 案例全功能演示 



关于华矩科技

专注于商用信息技术及商用数据应用，业务涉及产品分销、产品研发、管理咨询及实施服务
。尤其在商用信息平台高可用性解决方案、商用信息平台监控、数据治理及质量管理、数据
交换与共享技术、商业智能等领域建立了核心竞争力。

公司总部在广州，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惠州设立办事处，业务辐射全国及香港澳门
地区。

核心业务包括技术层的数据采集、数据集成、数据治理及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可视化分析等
服务，并基于多年在数据处理领域的研究与沉淀形成自有数据质量管理平台——数据诊所；
建立基于用户标签的大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为客户提供用户画像分析、数据共享与精准营
销等服务。

是国际IT产品中国区的总代理及技术服务认证供应商，包括全球领先的数据质量管理软件
Trillium Software ; 全球领先的高可高性容错服务器、提供实时商业信息平台监控的IR 
Prognosis等。

所服务的客户大部分是世界500强公司，涉及制造业，金融，能源，通讯，医疗，政府， 交
通等主要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