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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数据治理框架下的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
林摇 晗,汤珊红,高摇 强,程佳军,赵瑞芳
[ 摘要] 阐述了军事数据治理的基本概念和军事主数据管理的意义,通过分析国外实际案例提出了包括 7 个核心环节的军事
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论述了实施军事主数据管理的可行性,为避免实践中出现盲目性和为军队实施主数据管理提供方法论
的指导。
[ 关键词] 数据治理;主数据管理;数据质量
[ 中图分类号] TP311. 13摇 摇 摇 摇 [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摇 摇 [ 文章编号]1671-3982(2021)02-0040-08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master data manage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ilitary data governance
LIN Han, TANG Shan-hong, GAO Qiang, CHENG Jia-jun, ZHAO Ri-fang
(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Military Science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TANG Shan-hong

[ Abstract] After the basic concepts of military data govern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master data manage鄄
ment were described,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military master data management ( including 7 key steps)

were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nd successful foreign case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military master data

management was elaborat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blindness in implementing military master data management and
to provide th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implementing military master data management.
[ Key words] Data governanc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Data quality
摇 摇 主数据管理是数据治理的主要工作之一,当前

面,围绕主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 [13] 和数据质量评

亟需在方法论层面研究军事主数据管理。 目前主数

估 [14] 展开研究。 现有研究覆盖了主数据管理实践

据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组织管理、相关技术、评

的关键问题,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体系化程度不

估评价 3 方面展开。 在组织管理方面,包括主数据

高,难以从方法论角度直接指导主数据实践的开展。

管理 开 展 原 则
素

[3-4]

[1- 2]

、影响主数据管理实践的因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国外的成功案例,探讨军事数据

等内容;在技术

治理框架下的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以期减少军事

,对

主数据管理实践中的盲目性,提升数据基础质量,促

、对组织管理产生的影响

[5-7]

研究方面,分析了数据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源
主数据管理过程中的数据集成技术

[10-11]

[8-9]

、主数据识

别技术 [12] 等关键技术点进行了研究; 评估评价方

进数据交融互通,推动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发展,为构
建和完善军事数据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摇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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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摇 军事数据治理

军事数据治理是指通过制定从宏观到微观不同

层次的数据策略,明确数据生产实践过程中的权责
分配,指导军事数据管理 [15] 。 对军事数据治理的理
解不能狭义地认为只是对问题数据的处理,军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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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治理需要宏观层次的顶层规划、中观层次的解决

分析成果提供重要保障。

方案和微观层次的技术策略,包括军事数据环境治

2. 1摇 提升军事数据共享率

理、对军事数据的治理、用军事数据治理 3 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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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情况看,军队各系统之间甚至同一系统

容。 军事数据环境治理是对与数据相关的要素进行

各单位之间“ 数据孤岛冶 现象突出。 数据的重复建

治理,主要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建立标准规范、保障

设导致数据口径不一,数据定义不一致,存在大量冗

数据安全等实现;对军事数据的治理是将数据作为

余和冲突,影响军事数据的共享利用。 主数据在全

治理的对象,通过质量管理、生命周期管理、资产管

部数据类型中变动频率低、复用程度高、数据种类

理等方式提高数据质量,为数据利用奠定基础;用军

少,保证主数据的一致性是数据治理中最基础的工

事数据治理是目标导向,是将数据视为治理的工具,

作,较其他工作更易实现。 军事主数据的应用场景

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支撑军事管理、军事科研

广泛,不宜将其与业务数据一同管理。 在军事主数

和战斗力生成。 综上所述,军事数据治理是在顶层

据管理的实践中探索建立各领域军事主数据标准,

规划指导下,明确军队各部门承担的角色职责和数据

消除数据的不一致,提高数据质量,推动数据广泛共

责任,并提供相关制度、机制、技术和工具,使各个角

享,可充分发挥数据对军队管理及战略决策的重要

色的职责能够有效落实,工作流程可以有效运转,保

支撑作用。

证军事数据资产正确、完整、可信、可发现、可理解和

2. 2摇 增强数据可信度

安全管控,确保军队基于数据的决策是正确可靠的。

数据分析、挖掘和知识发现能否为决策提供支

1. 2摇 军事主数据

撑,以及制定的决策是否科学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底

军事领域的数据可以划分为元数据与实体数

层数据的质量问题。 通过军事主数据管理,提升军

据。 实体数据是军队建设发展各项工作所产生和使

事主数据的质量,进而提升在主数据基础上的业务

用的各类数据的总体,可以根据性质进一步划分为

数据质量,能够增强数据分析成果的可信度,让决策

主数据和业务数据 [16] 。 其中,主数据是在横向跨流

人员有据 可 循、 有 据 敢 循, 有 利 于 数 据 赋 能、 数 据

数据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完全独立性和固定性,其中,

2. 3摇 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程或纵向跨系统重复使用的核心实体数据

[17]

。 主

完全独立性是指主数据的存在不依赖于其他数据的
存在

[18]

,固定性是指主数据相对于业务数据而言在

其全生命周期内很少或不会进行变更,即具备低变
动频率和稳定的规模

[19]

。

强军。
军事主数据具备相对固定性、独立性和复用性,

是重要的数据资产。 军事主数据是军事管理现代化
和军事科研创新的重要输入,有效实施数据治理可
以支撑相关领域构建上下贯通、全域覆盖、规范统一

2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的意义

的军事数据资源体系,深度挖掘数据中蕴涵的规律

如何从政治工作、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军事行

性、趋势性问题。 对各层管理和执行人员提供个性

动等多方面大体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是

化、及时、可靠的数据支撑,促进军事管理和军事科

大数据时代对军队建设管理的考验和挑战。 新技术

研决策由经验型向数据型转变。 通过数据支撑决

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使用固然能够提升我军数据

策,并以数据反映决策效果,形成 “ 数据 - 决策 - 数

分析应用能力,但在数据基础层面仍存在的问题制

据冶 的良性局面,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

约着数据驱动战略的发展,须通过军事数据治理作

决策水平。

为数据质量提升的抓手。 军事主数据管理是军事数

3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的可行性

据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军事数据治理技术平台
建设实施过程中将军事主数据管理视为针对数据治

3. 1摇 主数据管理的应用需求凸显

随着军事数据基础工程的基本完成,军事数据

理应用层面的关键环节,可以避免军事主数据在不

的应用逐渐趋向数学精算和深层次数据分析,但数

,从

据质量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新型数据分析工具和分

同场景中的复用出现不一致、不准确的情况

[20]

而为提升整体数据质量和形成更加准确可信的数据

析方法依赖高质量的数据,数据质量管理和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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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性越发凸显。 通过数据治理,可以有效减轻数
据清洗、变换、聚合、规约等预处理工作的压力,因此

Services,BSS) 全权负责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分公司

与分公司之间的主数据交换问题。 拜尔斯道夫共享

军事领域数据治理日益受到重视,深入推进数据治

服务在系统设计前对整个集团公司运行的系统现状

理相关工作已经具备了切实可行性。

进行了调查,通过对系统全景图的分析,指出了公司

作为军事数据治理的重要基础部分,主数据管

在主数据管理中存在部分系统具备标准件却未能完

理是数据治理向前推进的关键步骤。 主数据管理的

全实现数据交互功能和另一部分系统不具备标准件

成功实践将为更广泛的业务数据交互接口和平台建

2 类问题。 拜尔斯道夫共享服务认为,前者需要规

设积累经验。 随着主数据管理的建设和落地,可以

范流程并定义全局主数据,后者则需要建设相应的

进一步推进更加广泛和高频的业务数据交互,夯实

软硬件系统支撑。 在此基础上在整个集团公司范围

构建统一的军事数据资源池的基础。

内展开了主数据管理实践和系统建设。

3. 2摇 开展主数据管理的技术条件成熟

4. 2摇 主数据管理实践

升,以及软件开发环境的成熟,基本能为主数据管理

夫集团公司发展具有战略价值的主数据类型认定为

各个环节提供需要的技术支撑,因此在军事领域开

产品数据,并将该类数据作为管理对象,推动了覆盖

展主数据管理已具备技术条件的可行性。

整个集团公司的业务流程再造,为主数据管理系统

军事数据基础建设的基本完成和技术实力的提

将民用的成熟实践经验和技术成果通过军民融
合改造移植到军事应用环境中,可以弥补能力短板。
企业开展主数据管理的实践探索已有多年,形成了
一些较成熟的技术实现策略和框架,地方政府的一
些公共服务部门也正积极探索开展主数据管理系统
建设。 虽然军事应用环境具有其独特性,但在系统
建设等环节中可通过多种形式的军地合作进一步拓
展和提升技术可行性。
4摇 主数据管理实践案例

本文对国外主数据管理较为成功的案例进行调

拜尔斯道夫共享服务经过评估,将对拜尔斯道

架构的选择和系统的实现提供了指导。
4. 3摇 建立主数据管理系统

经过调研和设计,拜尔斯道夫公司于 2004 年建

成了中 央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系 统 ( central product

lifecycle mangement,PLM) ,其每个特定周期与全球
数个信息系统和区域性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enter鄄

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ERP) 进行主数据交互
( 图 1) 。 该系统的主数据管理模式如下:由主数据
工作站( master data workbench,MDW) 负责主数据的
创建工作,各系统对主数据的更新须由中央产品生

研时,发现这些案例在主数据管理实践中均采取了

命周期管 理 系 统 审 核 备 案, 由 产 品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科学的步骤和措施,实现了主数据的治理,提高了数

(produ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 控 制

据质量,促进了主数据在整个系统中的良性循环。

一个同步的数据池用于数据备份,并负责将产品信

如德国跨国大型企业拜尔斯道夫公司( Beiersdorf A

息分发给各业务系统及同供应链上下游进行交互。

鉴的对象,因此本文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军

企业将人员、组织、产品都纳入主数据管理范畴的方

的主数据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式,仅将产 品 数 据 ( 如 物 流 供 应 数 据、 产 品 层 次 结

G) [21] 的主数据管理实践案例是众多企事业单位借

4. 1摇 机构概况

拜尔斯道夫案例主要有以下亮点:一是不同于

构、产品标识等) 作为管理对象;二是主数据管理实

拜尔斯道夫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汉堡,在全世界

践直接与业务过程发生密切联系,突出了管理的重

拥有 150 家子公司,是世界性的皮肤护理产品公司。

点;三是从建设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起,以主数据

该集团公司在实施主数据管理前存在主数据管理成

工作站建设使用作为落地措施,改变数据流转的形

熟度低、项目复杂度高、组织内主数据分散等问题,

式,基本实现管控主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目标。 本文

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该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暴露出

从需求和现状调研、战略和原则制定、数据模型建

来的问题,将其上升为重大的组织管理问题,由其子

构、工作流和数据流梳理调整、质量管控等方面对该

公 司 拜 尔 斯 道 夫 共 享 服 务 ( Beiersdorf Shared

案例中拜尔斯道夫公司在建设主数据管理系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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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实践进行提炼分析,并对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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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进行了总结( 表 1) 。

图 1摇 拜尔斯道夫中央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表 1摇 拜尔斯道夫公司主数据管理案例分析
类别

分析结果和相关措施

需求和

系统接口和许可协议的复杂度高

现状

公司在全球业务系统众多,主数据质量亟待提升
公司在数据模型方面成熟度低
公司在数据维护方面成熟度低

制定战略

优先保证具有重大价值的产品主数据的质量提升

和原则

维护全球数据库,确保主数据的来源唯一
由单一的系统完成数据采集和创建的全流程

构建数据

对产品主数据进行建模和管理

须加强理论路径指引作用,避免系统因在功能需求
上出现的明显缺陷而导致后期须对系统进行调整重
建,造成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浪费。
军队与这类跨国大型企业在组织形态、人员结
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面临的问题、管
理规模、涉及的信息系统数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 因此,这类案例的实践经验对开展军事主数
据管理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5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设计

结合国外主数据管理的成功经验,本文提出了

模型
协调工作流

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后,各系统数据库支持

和数据流

系统内部的业务流程,跨系统的业务流程应由主
数据管理系统支持

质量控制

通过系统检查和用户反馈调整,保证主数据质量

军事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 图 2) 。 该路径按在管理
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划分为 4 个阶段,包括 7 个核心

环节。 不同环节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
决定了环节的次序。 军事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形成
闭环,是螺旋上升的过程。

该案例也存在一定缺陷,如系统无法完全覆盖

随着军事数据管理建设的推进,会不断出现军

主数据相关的数据建模、质量管控、数据集成等功能

事主数据类型变更和产生新的管理需求等问题,因

需求,在使用过程中数据归档等系统功能未被充分

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军事主数据管理进行反复

使用。 这一情况再次证明了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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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实施路径

5. 1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基础阶段

的对象。 在军事主数据管理基础阶段,需根据军队

在军事主数据管理的初始阶段,需要从复杂性

各单位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军事主数据识

分析、需求分析和成熟度等方面宏观把握其管理现

别。 如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单位可在数据形成初

状。 主数据管理的复杂性包括引接的信息系统具有

期时的业务流程 [12] 中进行识别,而信息化建设水平

复杂性 [22] 、信息系统的数量较多、数据种类复杂等。

较低的单位则在数据文档归档流程 [23] 中进行梳理

在运用和业务需求方面,军事主数据不但要服务于

和分析。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用统一建模语言对支

数据建设单位,还应将数据应用单位的需求纳入通

撑业务流程的数据进行建模,根据层次分析法 [24-25]

盘考虑中。 主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 [13] 的提出借鉴

或德尔菲法 [26] 确定军事主数据评价指标项及权重,

了 COBIT、Oracle、 IMN、 DataFlux 等 的 工 作, 是 对 组

利用指标构造评分矩阵,以评分结果作为军事主数

织实施主数据管理各方面措施的综合评价模型,是

据的识别依据。

一个独立于组织特征的评价模式。 在主数据管理成

5. 2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保障阶段

熟度模型中涉及不同层次的成熟度标准,不同单位

军事主数据管理保障阶段是指建设和完善军事

可利用主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从数据模型、数据质

主数据管理相关的战略、原则、权责分配方案,实现

量、数据使用权和所有权、安全保密、存 储 维 护 等 方

对管理实践全局和全程的指引和保障的过程。 在该

面对主数据管理进 行 评 估,确 定 军 事 主 数 据 管 理

阶段,通过制定相关战略提供方向性指导,形成和战

处于成 熟 度 模 型 中 的 哪 一 个 阶 段。 通 过 专 家 或

斗力提升目标相一致、与信息化建设发展阶段相符

主管领导评估发现 管 理 中 的 薄 弱 环 节,有 针 对 性

合并具有弹性的发展路线,推动军队官兵特别是在

地为后续数据管理的实践解决痛点和难点奠定

工作过程中涉及业务系统操作的人员达成关于主数

基础。

据管理重要性的共识。

军事主数据识别是对军事数据分门别类,将符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将明确人员、组织管理、系

合主数据特征、应用需求的数据甄别出来,作为管理

统架构、标准建设等方面的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应包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21 年 2 月 第 30 卷第 2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30 No. 2摇 February,2021

· 45·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内容:引导官兵树立数据意

元数据是结构化的数据描述,定义了数据的相

识并开展必要的培训,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

关信息,完整和准确的元数据是实现数据精准管理

和方法,规范主数据管理建设过程,根据军队需求确

的基础和保障。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的元数据包括示

定主数据和信息系统架构,灵活运用已有主数据管

意型元数据与操作型元数据,示意型元数据定义数

理标准并参考地方较为成熟的主数据类型、识别依

据的属性、属性粒度、值域、数据来源及存储策略,操

据和主数据管理水平评估方法探索建立军事主数据

作型元数据包含涉及系统操作相关的信息。 军事主

管理标准等。 同时,明确军队内与军事主数据相关

数据管理的落地需要元数据管理的密切配合和支

的决策域,从战略、组织、制度、流程、系统、数据 6 个

撑,应综合所引接数据系统的架构、军事主数据类型

维度进一步将决策域细分。 可参考数据治理的“ 四

和来源等方面的因素建立军事主数据的元数据模型

角色冶 模型 [27] ,确定“ 负责冶 “ 批准冶 “ 接受咨询冶 “ 被

及确定管理方案,完善操作型和示意型元数据信息

告知冶4 种角色权限,建立全面覆盖、精确到岗、切实

并进行版本管理。 产生的元数据用于指导主数据管

可行的军事主数据管理全程权责分配方案。

理系统架构选择和系统建设( 图 3) 。

图 3摇 相关元数据管理保障

摇 摇 流程再造是指系统性地优化和再组织现有的流

据分析系统,作为数据治理平台的组成部分,处于军

程,是保障阶段的后期系统建设落地的过渡。 在军

队信息系统的中枢位置。 军事主数据管理系统的数

事主数据战略、原则、权责分配方案和元数据管理的

据引接于其他系统,在对数据进行人工或自动审核

保障下,细化军队各级对各类数据拥有的访问控制

后,具备将主数据依据应用请求分发给不同系统的

权限,限制不同人员的数据控制行为和对某些信息

功能。 在军事主数据管理的落地阶段,须依托前述

的访问。 对现有的数据建设和维护流程进行再造,

阶段的成果建成一套体系完整、设计严谨的军事主

确保数据可用、数据安全,成为建设军事主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系统,包含系统架构的选择与系统建设 2

系统的重要支撑。
5. 3摇 军事主数据管理落地阶段

军事主数据管理系统应连接业务数据系统和数

个方面工作。

系统架构是对主数据管理系统实现主数据集
成、审核、发布、交互等功能的体系结构描述,描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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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各部件功能及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关系。 须在数

根据主数据源数据的存储管理情况,主数据管

据量、系统联通、安全保密要求等多个制约因素下选

理系统架构可分为集中存储模式和分散存储模式 2
类( 表 2) 。

择最优的军事主数据管理系统架构。

表 2摇 主数据系统架构类型
主数据管理系统架构名称

类型

说明

中心系统架构

集中存储模式

各业务系统中的主数据存储在中心系统,由中心系统负责主数据的更新、发布和交互

索引架构

分散存储模式

主数据存储在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库中,中心系统保存主数据的索引

数据仓库架构

分散存储模式

主数据存储在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库中,中心系统保存主数据的备份

摇 摇 在集中存储模式的主数据系统架构下,主数据

保存在主数据管理系统建立的数据库中。 各业务系
统产生或更新主数据后,由主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统

性、完整性、一致性、可访问性和可解释性。 指标体
系及指标定义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摇 军事主数据质量评估一级指标定义

一审核后发布。
在分散存储模式的主数据系统架构下,主数据
保存在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库中,主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质量一级指标
固有型数据质量摇

交互型数据质量摇

可访问型数据质量

单位开展主数据管理前,各业务系统独立建设和维

表 4摇 军事主数据质量评估二级指标定义

护,数据重复、不一致、不互通的问题突出,制约了数
据分析与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军事主数据管理实践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

将改变分散多头管理模式,走向集中统一管理,保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确立系统架构后应着手进行系统建设。 系统的
实现与应用是汇集了元数据模型、现有流程、系统架
构等方面的综合性工程实践,是军事主数据管理的

以军事主数据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后的数据质量

定义

固有型数据

精确性摇

是否符合元数据定义的精度要求

质量摇 摇 摇

客观性摇

是否真实反映客观实际

交互型数据

及时性摇

在任务交互中的及时程度

质量摇 摇 摇

相关性摇

返回内容与调用请求的相关程度

完整性摇

数据是否在属性域上有缺失值

一致性摇

数据在系统各部分的一致程度

落脚点。
5. 4摇 军事主数据质量评估阶段

指数据可获得性和可理解性,对于用户
访问的友好程度

的主数据调用均须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实现。 许多

主数据的一致性,逐步提高主数据质量。

在任务上下文环境中对数据是否适用于
任务的一种判断

据质量控制由各业务系统实现。
集中存储模式和分散存储模式中,各业务系统

内在数据属性,是对数据本身质量的一
种判断

负责确立每种主数据唯一的参考源。 主数据管理系
统建立的数据库保存各个主数据的索引或备份,数

定义

可访问型数
据质量摇 摇

提升作为军事主数据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针

可访问性 可否被有权限的成员访问及访问的安
全性
可解释性 能否被其他系统 / 操作成员理解和使用

对体量庞大、来源不同、格式差异的数据集,无论是
主数据的质量是整个管理活动的“ 最关切的内

完善元数据体系、改善数据质量还是保障数据安全,

[29]

。 质量的提升在军事主数据管理项目中是持

均需要对系统内数据质量进行定期评估。 在已有的

容冶

主数据质量评估相关研究 [14, 28] 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续的过程。 在军事主数据管理实践中宜将主数据识

构建主军事主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一级指标

别和主数据管理系统作为检查点,开展主数据质量

包括固有型数据质量、交互型数据质量、可访问型数

评估,关注主数据质量在整个管理实践中是否产生

据质量,二级指标包括精确性、客观性、及时性、相关

了明显的提升,并以此作为军事主数据管理活动效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21 年 2 月 第 30 卷第 2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30 No. 2摇 February,2021

果评价及决定进一步工作方向的依据。
6摇 结语

本文在军事数据治理框架下对主数据管理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主数据管理的实施路径。 在军队和
地方缺少针对主数据管理系统方法指导的现实背景
下,尽快开展和完善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才能确保实
践活动有的放矢,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对全局有宏观
把握。 本文所提出的实施路径,符合军队实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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