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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demands on refinement, data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erospace high-tech enterprises 

businesses and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data governance has becam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high-tech products, improvement of products quality, and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decision. 

At present,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data assets of aerospace high-tech enterprises have not yet been excavated, data 

governance still lays emphasis on technologies, lack of top-level planning for data governance, the effective data governance 

mechanism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business departments. Although 

every business department has collected and displayed of the core businesses and products data, but lack of the deeper 

enterprise-level data governance system. The data governance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which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re strategy of the enterprise. The data governance system of aerospace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made up of an integrated 

and balanced informatization architecture involved in organization, dat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master data management,unifying data coding rules, collecting data, sharing data, 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 

and data applicatio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aerospace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data to bacome the 

largest valu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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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随着航天高技术企业业务精细化、数据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和信息化建设步伐不短加快，数据治理已成

为航天高技术产品研制、提升产品质量、智能分析决策的重要基础。目前，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资产的价值和潜力还

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数据治理工作仍然偏重于技术，缺乏顶层规划，数据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缺乏业务部门之间的

相互协调与配合。数据治理工作主要还停留在核心业务及产品的数据收集与展示等方面，而对企业级更深层次的数据

治理体系建设尚未涉及。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提升到企业的核心战略层面。本文通过航天高

技术企业数据治理研究，建立了均衡的包括组织、数据、技术与应用的数据治理体系架构。通过对主数据管理、数据

编码规则、数据收集、数据共享、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数据深度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满足航天高技术企业数

据使用需求，逐步推动数据成为航天高技术企业最大的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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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马云说：未来的世界，我们将不再由石油驱动，而是

由数据驱动。随着世界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

代向DT（Data Technology）时代进化，数据的重要性大

大增强，数据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最大的价值来源，是支持

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大多数航天高技术企业为了提升航天产品质量

和企业治理科学性，已经开始重视数据治理工作，通过引

入数据治理工具和理念[1]，加快推进商业智能、领导驾驶

舱、产品数据包、主数据管理等系统建设工作，有力提升

了航天高技术企业的科学治理、精益管理能力[2]，并取得

了初步效果。 

但是，航天高技术企业的数据治理工作尚处于处级阶

段，大多数航天企业的数据资产的价值和潜力还远远没有

被挖掘出来，多年积累数据的应用和价值都大打折扣，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缺乏完整的数据治理机制。如

何系统的对数据进行治理已经成为困扰航天高技术企业

的一项巨大挑战，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并不仅仅是信息化部门的职责，需要提升到企业的核心战

略层面给予关注。 

2．．．．航天航天航天航天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企业企业企业企业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治治治治理的现状和问题理的现状和问题理的现状和问题理的现状和问题 

如今，全球各类组织都认识到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和价

值[3]。与此同时，大家发现自己并未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

产，原因在于企业中的大量数据缺乏准确性、一致性、相

关性和及时性[4]。航天高技术企业的数据治理已经开始起

步，但面临着各方面的问题。 

2.1．．．．航天航天航天航天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企业数据治理企业数据治理企业数据治理企业数据治理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 

航天高技术企业在数据管理组织方面存在问题，大多

数企业缺乏统一归口的数据管理组织，存在数据管理职责

分散、能力不足、权责不明的问题，可谓“人人管理、无

人负责”。主要原因是缺乏数据规范、缺乏数据管理监督

措施、缺乏数据管理考核，无法保证数据管理的有效执行

[5]。 

另外，在数据标准方面，各业务部门制定自己的业务

标准，只关心自己的业务数据，数据共享能力差。尚未建

立企业级的数据编码，各类数据编码规则不一致，甚至发

生冲突。 

在数据质量方面，目前大多数航天企业的数据管理主

要由各部门分头进行，面临管理人员不足、经验不够、监

管方式不全面等问题。数据审核停留在部门内部，部门间

缺乏交流，各自为政。导致跨专业数据沟通机制不完善，

缺乏数据质量管控规范和标准，缺乏完善的数据质量管控

流程和系统支撑能力，降低了数据质量。 

在数据安全方面，目前航天企业对数据安全的认识主

要集中在数据安全策略和用户访问控制等方面，在数据安

全事件处理和数据风险管理等方面认识需要提升。 

在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航天企业缺乏完善和统

一的从数据产生、使用、维护、备份到销毁的数据全生命

周期管理规范和流程，不能确定过期和无效数据的识别条

件，且非结构化数据未被纳入数据管理范畴。另外，信息

化工具支撑数据状态查询能力不足。 

总之，航天高技术企业的数据就像一个待开采的含有

丰富矿藏的矿山，而数据治理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2.2．．．．航天高技术企业对数据治理的认知存在差距航天高技术企业对数据治理的认知存在差距航天高技术企业对数据治理的认知存在差距航天高技术企业对数据治理的认知存在差距 

航天高技术企业对数据治理的认知主要包括业务人

员对数据收集、存储、分析、挖掘和可视化的认知。目前，

航天高技术企业主要集中收集结构化数据，对于实时数据

的收集程度较低，而这些实时数据恰恰反映了企业发展过

程中的动态性、实时性和全面性，是企业实现科学管理的

重要数据支撑，数据不全面将影响决策的科学性。航天高

技术企业应重视对非结构数据、实时数据的收集，只有建

立了全面、系统的数据仓库，并加强数据治理和应用，才

能发挥数据的价值。 

2.3．．．．数据治理在企业治理中数据治理在企业治理中数据治理在企业治理中数据治理在企业治理中还未还未还未还未发挥发挥发挥发挥有效有效有效有效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数据治理，更重要在于应用引领，而不单纯是技术问

题。数据治理作用的彰显是企业选择数据治理的直接推动

力[6]。其中，企业要素的数据化、规范化是企业治理走向

决策精准化的基础。企业资源的快速组合，将满足企业业

务转型、业务拓展的不同需求，提高企业治理的精准度。

管理流程的数据化将有力促进企业流程优化与业务重组，

降低运营成本。目前，航天高技术企业并不完全清楚数据

治理的作用和功能，盲目进行数据治理反而会增加运营成

本，这成为企业数据治理的主要障碍。 

2.4．．．．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程度不高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程度不高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程度不高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程度不高 

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程度不高，随着企业

信息化的推进，“信息分散”和“信息孤岛”等新问题随之出

现，这些问题出现影响了企业信息化的应用和推进。因此，

企业需要解决方案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来实现数据的有

序管理和共享。 

3．．．．航天航天航天航天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高技术企业数据治理的总体思路企业数据治理的总体思路企业数据治理的总体思路企业数据治理的总体思路 

航天高技术企业数据治理成效相对于应用系统、基础

设施建设、数据容灾备份等工作相对滞后。仅通过技术手

段、以及建系统的方式难以解决数据治理的所有问题。需

要通过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形成可行方案。 

要真正解决数据管理中的问题“功夫”在数据之外，数

据治理的症结是管理机制问题。数据治理是要以实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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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为目标，以健全数据组织为保障，以数据过程管控

为手段，实现全面、高效的数据管理[7]。 

3.1．．．．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数据治理工作目标包括三部分：首先应建立数据管理

体系，包括一套数据管理规范体系，描述全所到底有哪些

数据及数据属性，全企业说一种“语言”；运行一套数据管

理职责体系，描述各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应用一套数据考

核评价体系，描述数据管理的考核评价手段。 

第二要建立数据管理工作机制，把具体工作通过规范

的模板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督促其限时完成，使数据管

理体系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转起来，切实解决数据问题，

并将成果不断充实到数据管理体系中，形成数据管理的良

性循环。 

第三要构建数据管理软件平台，即依据统一的数据标

准规范进行数据集中采集、加工、发布和应用，并提供数

据监测和考核手段，及时发现数据问题，形成数据服务和

数据管控的一体化工作平台，为数据管理体系提供有力的

系统支撑。 

3.2．．．．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数据治理工作组数据治理工作组数据治理工作组数据治理工作组，，，，强化组织保证强化组织保证强化组织保证强化组织保证 

要成立数据治理工作组，强化组织机构在数据治理过

程的重要作用[8]。在航天高技术企业顶层成立由高层管理

人员、信息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数据治

理领导小组。中间层成立数据治理工作组，主要由各业务

部门业务专家、信息部门技术专家、数据库管理专家、变

更管理/培训等专家组成。最底层成立数据治理实施组，

主要由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组成员组成。 

3.3．．．．制定制定制定制定标准规范标准规范标准规范标准规范，，，，标准化工作标准化工作标准化工作标准化工作先行先行先行先行 

目前，航天高技术企业存在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制

订化特点，正在大力向产品化、通用化转变，所以建立统

一的数据标准迫在眉睫。需要结合数据治理工作，专门成

立数据标准工作组，牵头组织完成各类标准制定，主要包

括技术标准、业务标准、管理标准、数据质量标准等内容。

并结合业务需求、数据共享需求和数据挖掘需求建立数据

标准、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明确数据的定义，

提升数据规范化、标准化，为数据质量提供质量保障。 

3.4．．．．强化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形成长效机制形成长效机制形成长效机制 

航天高技术企业日常业务繁杂，技术攻关、研发创新

工作是中心工作，目前员工已经处于加班加点的工作状态，

所以需要加强数据治理体系建设，通过长效机制保证建设

效果。 

数据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要作为一项专门的业务来

常态化地管理，需要构建全流程、整周期、多方位、跨组

织、严考核的治理体系。要从数据产生的源头抓起，覆盖

数据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需要考虑到指标、共享、主数

据、元数据等数据架构的每个层次和细度。需要各业务单

元、业务部门、应用系统、基础设施、技术、建设、运维

等领域的全面参与和协调。通过明确建设目标和周期、细

化工作计划，责任到人，强化结果导向、严肃考核，确保

体系运行效果。 

3.5．．．．结合航天企业特点结合航天企业特点结合航天企业特点结合航天企业特点，，，，推行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 

根据航天企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及企业内对数据治理

的定位和出发点，结合航天高技术企业信息化建设现状，

适合选择至上而下的建设模式开展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并

将在主数据管理及应用、数据质量提升、数据安全管理强

化、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企业级数据架构设计与管理、全

方位数据应用等方面进行重点建设与关注。 

3.6．．．．建设数据管理软件平台建设数据管理软件平台建设数据管理软件平台建设数据管理软件平台，，，，确保数据治理效果确保数据治理效果确保数据治理效果确保数据治理效果 

在数据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有

效控制与支撑，以元数据采集、管理和应用为核心，驱动

数据、标准、数据质量实现。另外，充分利用航天企业在

产品数据管理方面的经验，开展元数据管理平台、主数据

管理平台以及数据分析技术、数据质量整治技术的研究，

为了确保安全、国家保密要求以及建设效果，航天企业数

据管理软件平台主要依据自身能力开展建设。 

4．．．．航天企业数据治理实践航天企业数据治理实践航天企业数据治理实践航天企业数据治理实践 

关于管理提升，大家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三分

技术、七分管理、十二分数据”。在管理提升项目实施过

程，系统实现和软件开发时间不超过项目实施周期的百分

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用在了贯穿全程的三大任

务上，即培训、数据治理和管理变革，其中尤以数据治理

工作量最大。 

4.1．．．．主数据管理在航天企业中的主数据管理在航天企业中的主数据管理在航天企业中的主数据管理在航天企业中的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4.1.1．．．．主数据定义主数据定义主数据定义主数据定义 

主数据（Master Data，MD）定义为：在企业中用来

定义业务对象的、具有持续性的、非交易类的数据。它在

整个企业内具有或应该具有一致的视图。常见的主数据类

型有产品、物料、供应商、会计科目、组织机构等。主数

据具有稳定性、核心性、相互关联性以及分类特性[8]。 

主数据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MDM)是基于

本企业特点的一组组数据管理最佳实践的集合[9]。它融合

于业务应用系统、信息管理方法、数据管理工具之中。在

技术上支持对主数据的抽取、整合与分享利用，提供准确、

及时、一致、完整的主数据。 

航天企业开展主数据管理项目，不仅可以优化核心数

据，提高数据质量，而且可以带来显著的商业价值。一致、

准确、有效、完整的主数据可以为企业带来以下优势：降

低产品管理成本；实现物资的统一采购；通过准确的业务

数据提高决策效率；提升市场分析能力与销售预测；降低

多系统数据运维成本；提高订单准确性，降低物流成本。 

4.1.2．．．．主数据主数据主数据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目标管理系统建设目标管理系统建设目标管理系统建设目标 

航天企业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的成功上线，给企业进

一步推广主数据管理增加信心，具体的实现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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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设主数据管理系统，集成到企业的现有IT环

境中，合理利用现有的IT资源。通过防止在不同系统进行

多次处理，降低总体数据维护成本。 

第二、通过主数据类型不同制定合理的数据分发机制，

加速流程的执行。 

第三、确保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降低有数据不一致

带来的错误处理成本。 

第四、通过收集每个人提供的最新信息，改善战略销

售和采购方面的策略。 

第五、提供一套量身定制的IT和业务情景组合，满足

具体客户在主数据管理方面的需求。 

第六、提供一个模型驱动的平台方式，拥有预配置的

对象模板。 

第七、及时了解客户信息、掌握客户所需，提高服务

质量、创造更大利润。 

4.1.3．．．．航天企业航天企业航天企业航天企业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及实践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及实践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及实践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及实践 

航天企业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具体包括了数据存储、

数据整合、数据清洗、数据发布、数据管理这五大功能。 

第一、数据存储功能实现建立企业级、灵活可扩展的

数据模型、统一主数据资源库。 

第二、数据整合功能是通过对多系统主数据合并，将

数据进行批量导入，实现对核心数据的集中管理。 

第三、数据清洗功能实现对数据的补充、检验、查重、

排重等操作。 

第四、数据发布功能是通过Web服务将统一、准确的

数据发送到所需的业务系统里。 

第五、数据管理功能实现工作流的集成、变更管理、

版本管理、属性安全和日志管理。 

4.2．．．．制定编码规则制定编码规则制定编码规则制定编码规则，，，，建立编码体系建立编码体系建立编码体系建立编码体系 

提升数据质量过程中最难的是制定编码规则，一个考

虑周全的编码体系需要跨部门反复讨论。不同的数据可能

有不同的编码结构，但必须遵循共同的编码原则：如唯一

性、简练性、规范性、便于系统处理、易用性等。另外，

编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要同时考虑管理现状、

业务特点、历史数据等方方面面。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完成了项目主数据的整理

工作。另外，通过专题讨论，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制

定并发布了物料主数据标准。通过建立所厂范围内统一的

物料主数据标准，规范物料主数据的编码、名称及主要信

息的管理规则，保证数据定义的唯一性、规范性，方便了

相关人员对数据的统一理解，有利于跨部门、跨专业进行

数据共享。 

4.3．．．．数据收集及数据收集及数据收集及数据收集及数据质量提升数据质量提升数据质量提升数据质量提升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历时3个月对重点产品中物

资采购的材料以物料主数据、产品结构树等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校验。项目组通过下发规范的模板到具体部门，督

促其限时完成，并通过数据检查软件以自动筛查重复的数

据。并通过主数据管理软件，优化设计部门申请新物料编

码流程，从数据源头避免一物多码。  

目前，完成了30余个重点产品结构树、物料主数据、

工艺路线的收集工作，并对8万余条物资进行技术性属性

分解、查重、排错等工作。并重点对产品结构树断层或未

分解、型号间数据进行交叉检查、重新给码、数据校验、

完整性分析及评审工作。通过数据审核，确保这些数据进

入到系统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唯一性，正确指导未来的科

研生产业务以及其他业务。 

4.4．．．．强化强化强化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 

相比数据收集的痛苦，保持数据的“纯洁”更显得重要。

所谓“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

个生命周期中，保持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10]。 

航天企业在系统上线运行后，加强制度建设，力争做

到以下几点。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程适时调整，

以满足系统内的数据流转要求。系统管理员及时处理系统

中的异常数据，及时清理垃圾数据和已经失效的数据。另

外，每周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确保数据安全，在出现数

据灾难时可以恢复到最近备份的数据点，最大限度地减少

损失。 

4.5．．．．持续推动持续推动持续推动持续推动数据的深度应用数据的深度应用数据的深度应用数据的深度应用 

为了加强数据治理实践，需要持续推动航天高技术企

业的数据的深度应用[11]。通过对整合后的业务和产品数

据进行深层次分析，加强业务自动化、领导驾驶舱、统计

报表、多维比对分析、数据深度挖掘、实时查询等方面的

数据应用。并梳理单位高层决策分析与指挥控制中心大屏

可视化之间的关系，对业务及产品数据包作深入分析，挖

掘出数据之间、指标之间的关系，通过关键指标、跨业务

数据分析等形式，实现智能决策分析应用[12]，体现了航

天高技术企业数据治理的成效。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航天高技术企业通过对主数据管理、数据编码、数据

采集及治理、数据共享、数据利用等方面的持续推动，将

数据转化成有价值的资产，还从数据管理组织建设、标准

化体系、质量管理管控、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数据深度

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 

目前，航天高技术企业已经吹响了持续开展数据治理

工作的号角，该项工作的推进必将从根源上提升数据的价

值，让数据成为新时代的“数字石油”，不断推动航天高技

术企业向实现航天强国建设战略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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