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管理系列手册(三)
—主数据管理手册
充分利用单一视图来服务于企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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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需求从多个不同的方向推动企业增长。公共领域的企业需要

常见数据元素的一致性，无论数据的源系统是什么都是如此。

提供卓越的服务，但必须以减少资源消耗为前提。企业需要灵活

MDM软件通过简化不同来源之间的数据交换过程及协调各个分

地确定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必须遵守各种行业标准和政府法规。

隔的数据视图来满足这一需求。我们的目标是创建通常所说的

各种优先事项的冲突导致企业的数据环境变得更复杂了。各业务
单元、部门和区域独立维护自己的信息。但对于想要灵活高效发
展的前瞻性企业而言，必须共享、分发和同步这些信息孤岛。
主数据管理(MDM)软件有助于企业缓解上述难题。它可有效管理
主数据(即对业务运营至关重要的客户、产品、材料、账目及其他
实体相关信息)的创建、维护、交付和使用。最终，MDM将从企
业的整体环境角度(而非单个部门)创建可靠一致的企业视图。这
有助于通过减轻对不一致、不完整或重复数据的依赖，促使整个
企业运营更加卓有成效。

IBM 在全球拥有 600 多家 MDM 客户，在银行、保险、医疗保健
和公共部门等行业已然处于MDM与信息共享技术的前沿。IBM®

InfoSphere® Master Data Management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单一黄金视图”，全面覆盖客户、员工、产品、帐户及企业跟
踪的任意实体。通过创建完整视图来消除不一致问题，企业能够
更加准确地反映其业务状况—从客户购买产品的价格，到从开
发至交付这个过程中的产品成本等所有情况。
有效的主数据管理的好处分为四大类 : 降低运营成本 ; 提高灵活
性; 提高合规性并降低风险; 增加销量。

降低运营成本
利用MDM软件合并各种孤立的数据有助于实现手动流程自动化
并减少错误。MDM还有助于在完成兼并或收购项目后实现系统
和应用程序的合理运转，并在不同系统中存在重复客户或产品
数据时进行指示。因此，它有助于企业消除冗余，如双份邮件声
明、促销优惠或产品目录。

从而帮助您释放数据资产的巨大价值，而不受数据领域、用例或
实现风格的影响。InfoSphere MDM能够轻松适应您的特定业务状

提高灵活性

况，其设计宗旨是帮助您快速实现价值，同时为企业发展奠定基
础。无论您处于MDM之旅的哪一阶段，都会从IBM深厚的行业专

通过快速整合不同系统中的客户信息，企业可以更加轻松地识别

业知识和广泛的软件产品组合中受益匪浅。许多MDM客户纷纷选

销售机遇或未开发区域，从而促使它们抓住潜在的新兴市场或业

择与IBM维系长达十年乃至更长的合作伙伴关系。

务渠道。这也有助于企业根据客户端配置和喜好提供量身定制的
产品，从而加快客户采用产品的步伐并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着眼于主数据管理软件如何通过提供战
略决策、敏捷性、合规性支持及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销量，从
而为业务提供服务。我们将汲取IBM广泛的实际经验，深入探讨

MDM的重要业务用例。

提高合规性并降低风险
MDM可帮助减少欺诈行为。在业务流程协调一致并采用准确数
据的情况下，用户不太可能跳过关键步骤，因而更加利于遵循政

MDM的四大业务驱动因素

府法规、行业标准乃至企业服务级别协议的要求。这样可提供及
时准确的审计报告。MDM软件还有助于确保企业获取完整的数
据位置视图，这样它们便能够始终如一地控制数据访问。

主数据是指经过企业关键业务流程的高价值核心信息。此类数据
分散于各信息孤岛中，往往不准确、不完整或者是重复的。仅依
赖自身信息孤岛的部门只能了解全局环境的一小部分。
为了有效管理主数据，企业需要各种流程能够建立并维护这些

此外，由于以标准形式对整个企业应用客户隐私首选项，企业可
规避以不当的方式意外接触客户或违背客户意愿向第三方提供数
据的行为。MDM软件还可合并外部来源的数据，如信用评级、
价格信息或观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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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销量
MDM软件有助于解析多个数据来源的冲突信息，帮助企业为它
们的分析实体创建360度的视图。例如，许多企业的客户业务范
围广泛，在多个业务领域进行经营。各业务单元所拥有的统一
客户地址略有不同，互相不知道对方与该客户具有联系。借助

MDM提供的附加洞察能力，上述部门主管能够看到符合优先服
务条件的高价值客户，而不是多个毫不相干的中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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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

Gray, Janice
65 Main Street
技术支持

10/1/10 | Lvl 1 | 已解决
店内销售和推广

5/23/11 | $235.05 | 软件

InfoSphere MDM
客户
Janice Gray
65 Main Street
jrg@example.com
历史记录
10/1/10 | 支持 | Lvl 1 | 已解决
5/23/11| 采购（店内）|$235.05

在线销售和推广

jrg@example.com

Key

= Physical/Transaction

因此，企业能够更加轻松地识别高价值客户以及交叉销售、向上
销售和针对性促销机遇。此外，无论客户与企业的互动方式如
何，都能够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从而帮助提高客户满意度与保

图1: InfoSphere MDM有助于企业将自身数据整合到物理主存储
库中，从而为每个数据域创建黄金记录

留率。
为帮助企业达成这一目标，InfoSphere MDM平台还提供了预建

IBM InfoSphere MDM: 跨越整
个企业的解决方案

域，其中包括各种数据模型和相关服务，从而使公司的整合项目
获得良好开端并尽快实现价值。该域可以轻松地进行扩展和量身
定制。该解决方案还包含大量灵活全面的工具，让企业可以轻松
地构建自定义数据域和信息密集型业务应用程序。

视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各MDM实施项目的具体细节也会有所

InfoSphere MDM 平台用多种方式将效率和自定义功能结合

不同。作为一个成熟完善的解决方案，IBM InfoSphere MDM

起来，可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提升 MDM 项目的价值。例如，

能够满足范围广泛的 MDM 需求。在以下场景中， InfoSphere

InfoSphere MDM SOA Business Services Library可提供约

MDM为最重要的业务用例奠定了基础: 在单个企业内进行信息整

800个预包装的智能Web服务，以便将MDM无缝集成到现有的

合、跨各公共部门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并鼓励渠道合作伙伴之间

业务流程和技术架构中。该库是一个巨大的现成组件、API和服

协作生成各种生产信息。

场景1: 信息整合
银行、保险和电信业企业往往通过兼并和收购实现业务增长。
新合并的实体留有各种复杂的 IT 基础架构，也就是说，存在大
量重复的应用程序、数据库和仓库。然而，这些企业可以实施
基础架构合理化和现代化项目，以便整合客户数据、产品数据
和其他主数据元素的来源。在此场景下，企业利用InfoSphere

务资源宝库，能够提供先进的业务逻辑功能，因此有助于消除
昂贵的自定义应用程序开发需求，并帮助企业缩短项目的价值
实现时间。
由于能够帮助企业整合信息，InfoSphere MDM还能够简化业务
流程。一家金融服务机构能够将五大客户相关应用程序整合为
一，从而节省了5000多万美元的IT相关成本。但通过整合应用程
序，该公司还能够更加稳定一致地审视客户并提高数据质量。

MDM构建关于客户、账目、产品或其他领域数据的“物理主存

另一家金融机构希望汇总客户的观点，以启用新的营销策略并

储库”。 InfoSphere MDM 会为各主数据域创建本质上的“黄

增加每位客户所拥有的产品数量。这家公司部署了InfoSphere

金记录”，这是一种促进实现准确分析和决策的单一权威来源

MDM，以便集成八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发掘更加准确的客户观

(参见图1)。

点。该项目几乎立时提升了奖励计划的营销效果和客户渗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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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业中，可通过第三方管理公司进行经营、实现特许经营或
托管酒店，因此客户信息驻留在多个系统中的情况颇为常见。一

机动车辆 (DMV)部门

Gray, Janice
65 Main Street

家酒店采用InfoSphere MDM软件集成这些不同系统的数据，从
而使其能够创建更加准确的客户首选项数据库，此后便可更加有

儿童福利和援助(CWS)

10/1/10 | 个案社会工作者家访

效地确定最佳客户及其偏好。
妇女和婴幼儿(WIC)

场景2: 保护信息共享安全
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掌控各个阶段的客户数据。例如，一家企业实

5/23/11 | 发放 $500.00

InfoSphere MDM
客户
Janice Gray
65 Main Street
历史记录
7/7/08 | 健康服务 | 转诊…
10/1/10 | CWS | 个案社会工作者家…

5/23/11| WIC | $500.00

健康服务

7/7/08 | 专家转诊

Key

= 虚拟/注册表

体可能具有不同的业务线或业务分散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因此需
要维护多个独立的信息系统。其他机构可能要在多个下属实体或
贸易合作伙伴之间实现协作。这类企业需要汇总、共享或分发相

图2: 企业必须共享信息，但又要保证来源记录分离时，

InfoSphereMDM可创建虚拟注册表架构。

关信息，但安全和隐私问题是一项持续的挑战。
设想一下医疗保健行业，患者数据由多个独立实体共同保管，包

主数据管理如何服务于公司的业务

括医院、医师诊所、门诊部、实验室和药房。因而医疗保健行业
不仅迫切需要降低成本，而且由于政府监管需要，还必须保证患
者数据安全。医疗保健合作机构之间如何安全地共享和分析患者
数据，从而提高护理水平并优化服务交付?
同样，政府机构也面临纳税人迫切需求的压力，人们希望通过以
民为本的智能方式访问信息。例如，参与住宅改建项目的某个人
不愿预先重复地向当地规划委员会和许可部门提供相同的信息;
这些部门应当能够无缝地获取彼此的信息。换句话说，公民希望
从政府机构获得与一流服务企业同等的综合水平服务。
不幸的是，数据经常被锁定在早已开发的应用程序之内，以满足
单一既定平台的需求。这种历史方法会导致信息孤岛扩散，因而
无法实现“有效共享”

然而，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此场景需要高度优化的搜索引擎，它
必须能够访问相应的外部数据存储库并加载、匹配和链接主数据。

InfoSphere MDM解决方案的主数据引擎能够高效执行任务，并
实施扩展以容纳几乎任意数量的数据。这将消除耗时的数据集成
需求，因此意味着能够更加迅速地获取信息。InfoSphere MDM
还纳入了灵活的数据模型，可容纳任何来源的信息。最终结果 :
构建高度精简的框架，该框架集合了单一数据视图，确保最终用
户能够轻松使用。
以零售药店为例，可考虑实行以下具体项目 : 精确定位药店客
户，以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并减少欺诈行为。药店可通过实施患者
注册表快速满足这一目标。该项目包括根据分散在数以千计的零
售商店的独立记录汇总信息来编制单一患者信息视图。在后续阶

借助 InfoSphere MDM ，企业可创建所谓的“虚拟注册表架

段中，药店将扩展其MDM计划，以创建产品和服务供应列表，

构”。该注册表包含各种虚拟记录，从本质上而言是以链接

并根据客户个人资料和地理位置提供相关服务。

形式反映原始应用程序系统中的数据。由于注册表无需对底
层应用程序做出任何修改，因此能够用较低的成本进行快速
部署。注册表风格的方式非常适合那些需要本地维护来源系
统以及由于安全或隐私问题无法以物理方式整合数据的企业

( 参见图 2) 。

在另一个示例中，美国西部一家人类服务机构部署了

InfoSphereMDM来创建“主客户端索引”，衔接10大公共部门
计划的公民信息。通过实现各福利计划信息的安全私密共享，

InfoSphere MDM 帮助该机构准确判断人们的参与资格，并提
高了各部门的服务水平。与此类似，一家英国政府机构利用

InfoSphere MDM促进有针对性服务交付，同时识别并消除欺诈
性救济金申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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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3: 协同创作

一家制造厂商整合数十家供应商的产品信息，然后以适当的形

产品开发是MDM发挥最大价值的几个领域之一。为了让企业将新

包含 15 种不同语言的文档分发信息。其 InfoSphere MDM部署

式向分销商、网络销售和目录销售人员分发信息; 此外，它还用

产品快速投放到市场中，它们需要集中创建并维护有关产品的主
信息。此过程称为“产品信息管理(PIM)”，目的是让员工、承包
商、供应商和其他供应链参与方输入并更新整个开发流程的相关
信息。例如，产品经理可以输入产品描述和物料清单，广告代理
可更新产品图像，而工程师则可输入组件和包装数据。结果是: 构
建准确一致的单一产品信息视图，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IBM InfoSphere MDM解决方案为产品开发和信息发布流程各方
奠定了协作基础。它提供了灵活的数据模型，让企业能映射所有

计划最终创建了包含全面产品信息的单一来源、灵活的产品转
换工作流程，以及跨多个渠道实时同步价格变动的方法。借助
这些改进功能，该制造商将跨区域市场的产品发布流程效率提
高了多达30%。
在第二个示例中，一家主要花卉零售商全面实现了电子目录管理
自动化。通过为超过 45,000 个项目提供准确一致的信息，该零
售商使客户能够在必要时轻松地查找并购买自己所需的产品。最
后，一家领先的欧洲银行发现，协作创作功能有助于当地业务部

产品组件的层次结构、属性和关系(参见图3)。

门轻松地为其细分目标市场构建自定义的捆绑产品。通过将面市
时间从数周缩短至短短数日，该银行有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提
供应商数据

高客户忠诚度。

名称: (平板电视)产品

ID: FT64-10
对比度: 30,000:1
ERP数据

名称: (平板电视)产品

ID: FT-011
营销数据

名称: (平板电视)产品

ID: FT70-10
描述: 黑色和银色新款

InfoSphere MDM
PIM数据
产品ID: FT64-10
供应商ID: BGR-1448
简称: FlatTV
全名: FlatScreenTV打印
说明: FlatTV
促销说明: 黑色和银色新款
对比度: 30,000:1

IBM InfoSphere MDM如何服
务于公司的业务

打印目录数据
名称: (平板电视)产品

ID: FT85-43
对比度: 未提供

Key

= 物理/协作

随着业务需求不断增长，迫切需要对客户、产品和其他关键企业
信息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本文通过对业务用例的广泛探讨，展

图3: InfoSphere MDM有助于维护复杂混乱的产品开发流程

示了MDM如何帮助企业提高灵活性、控制运营成本、加强合规
性和推动新型收入增长。

InfoSphere MDM纳入了协作式业务流程，这样员工能够跨多个
部门轻松地创建任务工作流程; 创作和搜索工具; 建立安全和方案
权限的功能，以及数据同步、作业调度和版本控制工具。因而企
业能够对自己独特的业务流程建模，并执行相关标准。
采用面向PIM的InfoSphere MDM协作创作功能的企业可实现以
下可观优势:

• 优化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员工关系

IBM InfoSphere MDM有效融合了强大的
开箱即用功能数据管理
功能与深入的自定义和配置功能，从而使其成为希望对自身数据
进行整体全面监控的企业的理想选择。它提供了范围广泛的信息
整合功能，有效保护了信息共享和协作创作安全，这是经过600
多个客户部署项目的印证而得到的真实成果。借助全方位平台的

• 减少产品信息错误，从而提高销量并降低损失

大力支持和IBM产品组合与丰富经验的有利优势，您势必可以在

• 构建于常见的受信任产品信息来源之上的多渠道计划

MDM旅程中充满信心地前行。目标: 提高业务成果、降低成本、

• 根据可靠的最新产品信息创建发布材料

减轻风险和提高战略灵活性。IBM InfoSphere MDM可有效帮助

• 准确的最新电子商务计划

贵公司加快发展步伐。

• 充分利用准确的产品信息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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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InfoSphere MDM产品介绍
IBM主数据管理工具解决方案包含以下产品
产品

MDM企业版

介绍

足目前与未来的信息共享需求。

• 提供MDM应用解决方案框架
• 提供工作流支持

• IBM Initiate Exchange: 连接各式各样的照护环境，服务信

与连结各种业者数据简报，建立专业视点。

息随时可得。

3. IBM InfoSphere MDM Server for Product Information

• 基于SOA的业务服务
• 提供工作流支持

Management可协助公司建立单一的全新储存空间，存放产品

• 预置且可扩展的适用各种领域的模型
• 包括高精度的相似性匹配引擎

式、工作流程合作工具、数据收集和整合能力以及细微存取权限

• 提供主数据的注册模式
• 提供数据管理工具—了解数据以及处理
数据质量问题
• 提供工作流支持
• 包括高精度的相似性匹配引擎
• 具有灵活可配置的数据模型
• 高考MDM应用解决方案框架
• 提供多种批处理和实时集成方案
• 多角色多人协作业务工作流程
• 可扩展的编辑界面
MDM协作版

• IBM Initiate Patient: 提供资料网域中病患的单一视图，满
• IBM Initiate Provider: 整合现有系统与数据来源，精确搭配

• 包括MDM应用解决方案框架

MDM标准版

预先配置的医疗看护解决方案，包括:

• 支持MDM的全部领域
• 支持全部四种MDM实现方式

• 提供主数据注册模式以及物理的主数据储
存库模式
MDM高级版

点的主要数据和关系，并适时适地传送这些视点。另外也提供

和其它公司策略性业务措施适用的核心信息。有了弹性的数据模
等功能，便可精确满足公司特定的信息需求并达成企业目标。

4. IBM InfoSphere Identity Insight是一项实时实体解析与分析
平台，可协助您降低威胁并减少诈骗情况发生。 InfoSphere

Identity Insight搭载独特辨识和关系厘清技术，协助您确认人
员的真实身份，并清楚了解多面向关系。而其中复杂的事件处
理功能可让您构筑人员与公司之间完整的互动关系，方便您辨
识并降低风险。

IBM主数据管理典型案例

• 灵活的数据模型
• 强大的数据同步功能：增量和版本化的
导入和导出
• 完善的用户和角色安全性设置

1. IBM InfoSphere MDM Server能够满足企业内外部各种业务
需求。InfoSphere MDM Server除了支持多项部署选项和执行
样式，也可协助公司熟悉客户、产品数据以及其它企业特定数
据网域。InfoSphere MDM Server可透过重要数据资产和关系
的传递，协助公司提升业绩，并降低成本与风险。

2. IBM Initiate Master Data Service会透过现有系统收集单一视

项目背景
Canada Health Infoway (Infoway)成立于2001年，是一个独立
的非盈利组织，其成员包括加拿大14个联邦、省市和地区的医疗
部副部长。作为一个战略投资者，Infoway与联邦、省、市、管
辖区和地区医疗机构以及其他医疗组织和信息技术供应商和提供

IB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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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作实施并复用了兼容的医疗信息系统，以支持更安全、更高

Infoway蓝图(有关系统集成以实现Infoway EHR策略的指南)所列

效的医疗系统。客户端注册表是Infoway的九大目标项目领域之

出的有关客户端注册表解决方案的所有严格需求。但是，各省仍

一，Infoway将其视为用于达成以下最终目标的“蓝图”的关键

自行制定了有关是否采用IBM解决方案的决策。选择IBMEMPI的

因素: 使每个省份和地区(包括当地居民)都能从新医疗信息系统中

省份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在于: IBM算法非常准确，而且在不同

受益(特别是，到2010年，使50%的加拿大公民能够访问安全的

临床医疗数据系统中实施该软件的过程非常快速简便。

电子健康档案)。

项目挑战
• 如何集中管理和部署可重用的SOA服务
• 如何从各个不同的信息系统中，集成有信息并提供准确的、一
致的和可信赖的业务信息

• 如何应对项目需求变更快，开发周期短
• 集团缺乏熟练的IT开发测试人员
• 实时定制调用业务数据

IBM的行业领先EMPI可以根据需求快速准确地链接数据，从而以
虚拟方式集成不同系统和应用程序中的数据。而且，它还可以帮
助组织将任意数量的数据转化为所必需的清晰完整的医疗记录，
以便更加经济有效、更负责、更好地与病人进行交互。还可以通
过区域性实施IBM Initiate软件来实现中央客户端注册表标准化。

方案收益
八个省使用IBM Initiate MDM解决方案来提供省级EMPI

• British

• 如何处理大数据量与容错

Columba(2004), Alber ta(2005), Manitoba(2006),

• 系统安全性

Saskatchewan(2006), Ontario(2007),
Newfoundland(2003), NovaScotia(2008), New

部署架构

Brunswick(2009)
同时其中两个省还使用IBM Initiate MDM解决方案来提供省级
医疗提供商的注册管理。

• Nova Scotia (2008), Alberta (2007)
八个省中的六个使用EMPI来做实时的病人识别
八个省的中六个将省级的EMPI和PACS进行了集成

客户收益
解决方案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高了数据质量
艾伯塔省统一了病人视图

IBM Initiate 软件提供的注册式的主数据管理系统作为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省对服务点进行了增强

iEHR解决方案的核心组件来提供客户注册功能。

安大略省缩短了等待时间

2006年，Infoway发布了一份意向书，称IBM Initiate软件满足

纽芬兰省实现了流程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