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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一种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执行集成进程的机
制。它面向繁忙的管理员和用户设计，您可以定义基于文件的集成源和直接集成源，创建将源
数据转换为所需目标格式的映射规则并执行和管理周期性数据加载过程。常见集成任务使用便
于导航的界面完成，按照您偏好的方式支持您的工作。

注：

数据集成未取代旧有的数据管理，它是一项附加功能，支持使用部分旧有功能的相同
工作流程。数据集成持续得到增强，以纳入数据管理的所有功能。
观看此介绍视频，深入了解如何使用数据集成。

先决条件

介绍：在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使用数据集成。

使用数据集成的先决条件如下所述。

数据集成可用于 Planning、Tax Report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业务流程中的
以下角色：
•

服务管理员

•

用户

•

超级用户

注：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在数据集成中可用作目标应用程序。
在 Account Reconciliation 中，只有分配了服务管理员预定义角色的用户才能访问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必须与数据管理配合使用以完成设置步骤，例如注册源系统或目标应用程序。数据管
理仍完全受支持，并在“导航器”菜单中作为菜单选项保持可用。
在数据集成和数据管理之间，与集成相关的活动为双向活动，并且已进行同步。例如，在数据
集成中映射维时，任何保存的映射将自动填充到数据管理中。
对于使用 EPM 集成代理的客户，请参阅“EPM 集成代理”。

以下是使用数据集成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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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角色

数据集成特别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问题

数据集成可用于 Planning、Tax Report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业务流程
中的以下角色：
在 Account Reconciliation 中，只有分配了服
务管理员预定义角色的用户才能访问数据集
成。
服务管理员还可以设置自定义角色，包括：
•

支持的服务
连接

应用程序

导入格式
工作台

管理 - 具有完全访问权限，能够执行所有
任务。
•
创建集成 - 定义集成和关联的设置，并运
行集成
•
运行集成 - 执行集成并查看映射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Oracle
Hyperion Public Sector Planning and
Budgeting 和 Oracle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Cloud 无权访问数据管理
Planning、Tax Reporting、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Account
Reconciliation

使用数据集成中的“配置连接”选项可以注册、管
理和删除指向以下源的直接连接信息：
•
•
•

“应用程序”选项共享数据管理中“目标应用程序”
选项的现有功能，并通过更具现代感的外观以
及响应式设计增强您的体验。之所以取名“应用
程序”，是因为它被用作在不同源系统和目标应
用程序之间集成数据的主要入口。

不支持固定长度文件（包括“固定宽度 - 数字数
据”和“固定宽度 - 所有数据类型”）。

•
•
•
•

“映射成员”页
选项

运行集成

使用数据集成时，请注意以下术语更改：

Oracle ERP Cloud
Oracle HCM Cloud
Netsuite

•
•
•

•
•

查看验证错误不可用。
仅显示目标应用程序中的维。添加列（例
如货币或属性）的功能不可用。
查看映射不可用。
仅“源和目标”视图可用。其他视图（例如
“源”、“目标”）不可用。
导出到 Excel 不可用。
从 Excel 导入不可用。
导入日记帐不可用。
列索引（列名）已更改为处理顺序。
映射脚本不可用。

多期间加载的列标题不可用。
调度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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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中的名称

数据集成中的名称

导入格式

映射维

目标应用程序

数据加载映射

数据加载规则/数据加载规则名称

应用程序

映射成员
集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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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数据集成
要启动数据集成：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应用程序群集）。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可选）通过单击

，然后从应用程序选择

要在离开主页之后返回主页，请单击

查看数据集成主页

，可以启动数据集成。

。

服务管理员可在数据管理主页上查看所有集成。
功能包括：
功能

搜索

（排序）

说明

根据在任意字段中选定的文本搜索集成列表。

例如，如果键入 File，系统将返回在“名称”、“位
置”、“源”或“目标”字段中含有名称 "File" 的所有集
成。
根据条件对集成的列表排序。
可用条件包括：
•
•
•
•
•
•

名称
位置
源
目标
上次执行日期
结果

排序结果可以按升序
（Z 到 A）列出。

（A 到 Z）或降序

启动“创建集成”进程以添加集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数据集成”。

刷新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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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可以快速访问关键的数据集成功能，包括：
•
•

•
•
•
•

进程详细信息

请参阅“查看进程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用于在源系统和目标应用程序之间
集成数据并应用业务规则的入口。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集成》中的“注
册应用程序”。
期间映射：根据业务和法规要求定义和管理各
种类型的日历（例如，月日历、周日历或天日
历）。请参阅“管理期间映射”。
类别映射：定义和管理类别映射，以便对源系
统数据进行分类并将其映射到目标方案维成
员。请参阅“定义类别映射”。
“代理”、“查询”和“下载代理”选项（EPM 集成代
理）。请参阅“EPM 集成代理”。
文件浏览器：启动可从其导航到 inbox 和
outbox 的文件浏览器并选择文件。

用于选择和保存运行集成时使用的 POV 期间。如果
未选择任何 POV 期间，则系统将基于浏览器高速缓
存默认采用上次使用的期间。
在“POV 期间”下拉列表旁边出现解锁图标
(

（数据集成详细信息）

) 时，可以选择其他期间。

显示各个集成的详细信息，包括：
•

状态 - 指示各个集成的状态。要显示集成的进
程详细信息，请单击“状态”图标。
–

- 已成功执行集成。

–

- 新建集成

–

•
•
•
•
•
•

- 集成执行失败。

–
- 集成已处理，但出现警告。
（数据集成）名称
（数据集成）位置
源
目标
上次执行日期
操作 - 转到工作流程，包括：
– 常规
– 映射维
– 映射成员
– 选项
– 进程详细信息
– 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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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集成工作流

数据集成工作流栏包含以下任务。

只需单击任务即可在工作流栏的任务之间导航。
任务

说明

映射维

将数据源中的列映射到目标应用
程序中的维。

常规

映射成员
选项

更多信息

为基于文件的源和直接集成源添
加或编辑集成。

定义数据集成

映射维以确定如何将源字段值转
换为目标维成员。

映射成员

定义用于导入和导出数据的选
项。此外，还定义所有源筛选器
和业务规则。

您还可以在数据集成主页上，通过单击集成右侧的

映射维

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并选择任务来访问所有任务。

要运行集成以根据常规和筛选条件从源中提取数据并加载到目标，请单击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运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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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应用程序
定义集成时，使用“应用程序”选项可注册源和目标应用程序。可以将本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业务到业务流程集成（云到云应用程序，如
Planning 到 Financial Reporting）数据导出到文件应用程序以及通用数据源实体注册到现有
EPM 产品组合。

注册应用程序的流程提供数据可见性、完整性和验证系统。选择“应用程序”选项后，将显示“应
用程序”页，从而允许注册新的应用程序，也可以选择现有应用程序并更新应用程序选项、删除
应用程序或刷新应用程序定义。
当您在“常规”页上选择源和目标时，在数据集成中注册的应用程序将立即可供选择。它们在数
据管理中也可用。

注：

数据集成主页上“操作”下拉列表中的“应用程序”选项仅适用于管理员。
可以使用每个应用程序行旁边的“操作”下拉列表选择与应用程序类型关联的不同应用程序相关
任务，包括：
•

查看维

•

添加、更新或删除数据源应用程序的值。

•
•

更改应用程序选项

更新（重新初始化）Oracle NetSuite 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启动应用程序选项
注：

管理员只能注册和修改应用程序。
要启动“应用程序”选项，请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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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应用程序

服务管理员可通过以下方式在“应用程序”页上查看所有已注册的应用程序：
•

名称

•

类型

•
•

类别
系统名

通过单击显示项右侧的
功能包括：
功能

，可以按字母顺序对上面的每个显示项重新排序。

说明

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删除应用程序。

删除确认消息显示如下：“可能存在与此目标应
用程序关联的规则。删除此应用程序将同时删
除其所有规则。是否仍要继续?”

名称

删除目标应用程序时，该应用程序将标记为删
除，并且对任何元数据或集成进程（包括导入
格式和位置创建选项）都不可用。涉及目标应
用程序的所有现有规则都将被删除。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当您注册所有输入多
维数据集应用程序时，此字段显示服务应用程
序名称（如 Planning 或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并带有任何唯一
的前缀。

对于 EPM 云，当您注册单个多维数据集时，此
字段显示带任何前缀的应用程序名称、多维数
据集名称。
对于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此字段显示
应用程序的用户友好搜索名称。

对于所有其他应用程序，此字段显示带任何前
缀的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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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类别

说明

显示应用程序所属的类或分区。
可用的应用程序类别：
•

•
•

•
类型

系统名

•

EPM 本地，包括：

– 输入多维数据集 (BSO)
– 报表多维数据集 (ASO/Essbase)
EPM 云，包括：
– 输入多维数据集
– 报表多维数据集
数据源，包括：
–
–

数据源适配器类型 = 源或两者
Oracle Financials Cloud、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Oracle NetSuite 和增量文
件。
– SQL 查询数据源
– 数据源适配器 = 目标
数据导出到目标，包括“数据导出到文件”应
用程序类型
维（用于加载元数据）

显示已注册应用程序的类型：

•
•
•
•
•
•
•
•
•
•
•
•
•
•
•
•

EPM 本地和 EPM 云应用程序
Oracle ERP Cloud
Oracle HCM Cloud
Oracle Netsuite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内部部署数据库

Peoplesoft 总帐余额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平均）
增量文件
EBS 总帐余额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EPM 维
数据导出到文件
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在 EPM 云中，当您注册所有输入多维数据集应
用程序时，此字段显示服务应用程序名称（如
Planning 或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而且不带任何前缀。
对于 EPM，当您注册单个多维数据集时，此字
段显示 Planning、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等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名称。
对于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此字段显示
应用程序的内部名称。

对于所有其他应用程序，此字段显示不带任何
前缀的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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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操作

使用每个应用程序行旁边的“操作”下拉列表，您
可以选择与应用程序类别和类型关联的不同应
用程序相关任务。

对于 EPM 本地、EPM 云和维应用程序，“应用
程序详细信息”选项可用。

注册 EPM 本地应用程序

对于数据源和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详
细信息”选项、“编辑”选项和“设置默认值”选项可
用。

从主服务应用程序（如 Planning）集成 Oracle General Ledger 数据时，需使用“EPM
本地”类别注册应用程序。一个 EPM 本地应用程序用于一个实例，每个实例只能存在一
个应用程序。
使用 EPM 本地应用程序，可以在数据或报表多维数据集之间进行同步，或在不同的输
入多维数据集之间移动数据。

例如，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客户可以添加 Planning 数据，Planning 客户
可以添加更多 Planning 应用程序。此外，通过此集成，您可以从云回写到内部部署应
用程序或者其他外部报表应用程序。
要创建 EPM 本地应用程序：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 EPM 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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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在应用程序中，为主要服务应用程序选择应用程序。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与应用程序关联的源计划类型。

源多维数据集定义应用程序的模型或计划类型之间的数据流。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注册 EPM 云应用程序

当您配合使用业务流程实例和远程服务（如 Planning）以将数据与另一个业务流程实例（如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集成时，可以创建并注册 EPM 云应用程序。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在两个业务流程实例之间选择连接信息。
借助此功能，EPM 客户可将云部署纳入其现有的 EPM 产品组合，包括：：

•

Planning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

•

Essbase

Tax Reporting
Account Reconciliation

要创建 EPM 云应用程序：
1.
2.
3.
4.
5.
6.
7.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 EPM 云。

在 URL 中，指定用于登录服务的服务 URL。

在用户名中，指定云服务应用程序的用户名。

在密码中，指定云服务应用程序的密码。

在域中，指定与云服务应用程序关联的域名。

身份域控制需要访问服务实例的用户的帐户。身份域还控制授权用户可以访问的功能。一
个服务实例属于一个身份域。

注：

管理员可以更新为用户提供的域名，但数据集成需要客户注册服务时提供的原始
域名。在通过数据集成设置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连接时，不能使用别名域名。

8.
9.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应用程序的类型。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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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数据源的应用程序

数据源提供了一个集成框架，该框架适用于常规源和目标实体（独立于 EPM 并封装了
到数据库服务器连接的实体，如 Oracle Netsuite）。数据源引用源实体的特定数据模型
来提取和加载数据。
数据集成中提供的基于数据源的应用程序包括：
•

Oracle ERP Cloud - 总帐。从总帐加载实际值并回写预算和实际调整日记帐

•

Oracle ERP Cloud - 子分类帐。加载子分类帐事务数据

•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 加载员工属性、薪金和其他相关工作
信息

•

•

•
•

Oracle ERP Cloud - Budgetary Control。加载承诺、债务和开支并回写预算

Oracle NetSuite - 从 Oracle NetSuite 加载实际值和元数据

Oracle E-Business Suite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从总帐加载实际值
Oracle Peoplesoft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从总帐加载实际值

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将 Oracle ERP Cloud 中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数据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集成时，您使用“应用程序”将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指定为数据源应用程序类型，然后导入应用程序以便其可在 EPM 云目
标应用程序中用作源。导入应用程序时，系统会将源 Oracle General Ledger 数据作为
Essbase 多维数据集送入 EPM 云系统。每个 Essbase 应用程序都表示源 Oracle
General Ledger 中的一个会计科目表定义。

注：

您必须设置 Oracle ERP Cloud 源系统，并使用数据管理中的“源系统”选项指
定连接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的“配置源连接”。
要将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定义为数据源：
1.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从连接中，选择 Fusion。

在应用程序筛选器中，为加载指定任何筛选器。

提供的默认筛选器包含 Essbase 多维数据集的所有维。多维数据集可能具有重复的
成员，因此需要全限定成员名称。Essbase 多维数据集利用 Oracle General Ledger
段进行工作，会计科目表与 Oracle General Ledger 中的分类帐之间存在一对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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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创建规则时，数据集成会创建筛选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筛选器，但不能将其删
除。

7.

单击导入应用程序以注册应用程序并初始化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注册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将 Oracle NetSuite 注册为“数据源”应用程序类型，然后导入 Oracle NetSuite 已保存的搜索应
用程序，以便其可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用作源。导入期
间，系统会加载在“源系统”选项中创建并初始化的 Oracle NetSuite 已保存的搜索结果。导入之
后，系统会使用在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中注册的用户名为每个 Oracle NetSuite 已保存的搜
索结果创建一个应用程序记录。

注：

您必须设置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指定连接信息，并运行初始化进程来导入数据
管理“源系统”选项中的用户所拥有的所有已保存搜索的定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的
“ 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
要将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定义为数据源：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Net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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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连接中，选择 Netsuite。

6.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名称。

7.

8.

有关设置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和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NetSuite 连
接”。

“元数据已保存的搜索”在已保存的搜索名称中包含“元数据”，而“数据已保存的搜索”
则在已保存的搜索名称中包含“数据”。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导入应用程序以注册应用程序并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Oracle NetSuite“搜索”结果注册到类型为“数据源”的应用程序。在初始化期间，系统
会自动使用在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中注册的用户名根据可用的“已保存的搜索”结
果创建数据源。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可能包括：
已保存的搜索名称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
间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
间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
间 - 试算平衡表
PBCS - 事务摘要

ID

类型
摘要
详细信息
试算平衡表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 事务
tions_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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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保存的搜索名称

ID

PBCS - 试算平衡表

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 事务
ce

PBCS - 事务详细信息

PBCS 同步（数据）损益表
事务 [.csv]

PBCS 同步（数据）资产负
债表事务 [.csv]

PBCS 同步（数据）期初余
额 [.csv]

PBCS 同步（数据）损益表
事务
PBCS 同步（数据）资产负
债表事务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 事务
tions_det

customsearch_pbcs_sync_is_csv

事务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s_csv

事务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egbal_ 事务
csv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is

事务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bs

事务

PBCS 同步（数据）期初余
额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begb
al

PBCS 同步（元数据）损益
表帐户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acct_i 帐户
nc_stmt

PBCS 同步（元数据）类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lass

PBCS 同步（数据）合并兑
换率

PBCS 同步（元数据）资产
负债表帐户
PBCS 同步（元数据）客户

PBCS 同步（元数据）部门
PBCS 同步（元数据）项

PBCS 同步（元数据）位置

PBCS 同步（元数据）项目

PBCS 同步（元数据）客户
项目

PBCS 同步（元数据）子公
司
PBCS 同步（元数据）供应
商

9.

类型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fx

事务
合并兑换率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acct_ 帐户
bs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ust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dept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item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loc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prj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prj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sub

类

客户

部门

项目

位置

项目

项目
子公司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vend 供应商

单击确定。

定义增量文件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增量文件适配器功能比较源数据文件与先前版本的源数据文件，以及识别新记录或
更改过的记录，然后仅加载该数据集。

要使用增量文件适配器功能，可将初始源数据文件注册为增量文件适配器数据源。初始源数据
文件用作模板。实际集成是从运行集成进程中指定的文件运行的，文件比较是在初始源数据文
件与后续文件之间运行的。您可以在以后加载一次、两次或很多次。最后一次运行的文件将成
为对后续加载进行评估的基础。数据源仅加载差异，这可在导入文件时提高加载速度。其余数
据导入过程与文件的标准数据加载中的导入过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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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使用增量文件适配器功能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的“ 使用增量文件适
配器加载数据 ”。
要创建增量文件数据源：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3.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中，然后选择数据源。

4.

从类型中，选择增量文件。

5.

从文件中，指定要用作模板的初始源数据文件。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在选择文件时，请注意以下方面：
•

源数据文件必须是带分隔符的数据文件。

•

可以加载数字数据和非数字数据。

•
6.

使用的数据文件必须包含一行标题，用于描述带分隔符的列。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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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定义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

当您需要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然后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数据直接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时，可以创建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EPM
集成代理对内部部署关系数据库执行查询，然后将数据加载到 EPM 云。
要创建并注册用于提取操作的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必须创建一个文件，而且在其中仅包
含带一个标题记录的示例数据。该文件不能包含应用程序名称或 SQL 查询等。文件的名称必
须是应用程序的名称。

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
要创建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3.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中，然后选择数据源。

4.

从类型中，选择内部部署数据库。

5.

从文件中，指定要用于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文件，其中仅包含带一个标题记录的示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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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题行必须与目标维中的维名称完全匹配。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
名代表列名称。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7.

单击确定。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您可以从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中提取非总帐数据，并将其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通过这些类型的数据源，您可以定义由
数据管理引用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数据提取，以直接从 Oracle
ERP Cloud 源（如应付帐款、应收帐款、固定资产和供应链）中提取数据。

数据管理提供对 Oracle ERP Cloud 源的预打包查询，包括：
•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 平均）

•
•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此外，还可以针对 BI Publisher 数据提取创建和运行自定义查询。这种情况下，可以在
数据管理中使用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数据源适配器从 BI Publisher 导入源
CSV 文件，然后设置要使用的报表参数。

注：

Oracle ERP Cloud 集成要求您对所有 ERP 分类帐具有权限或用户角色以及数
据访问权限。
必须使用系统类型 Oracle ERP Cloud 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注册源系
统，并指定用户凭据。此步骤包括指定连接详细信息并测试连接。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
“数据管理”》 中的“为 Oracle ERP Cloud 源系统配置源连接”。

要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预打包的 Oracle ERP Cloud 查询的类型。

可用的 Oracle ERP Cloud 类型：

•

•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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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 平均）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在应用程序中显示的预打包应用程序的名称取决于在此字段中选择的预打包 Oracle ERP
Cloud 查询的类型。

5.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定义 Oracle ERP Cloud 自定义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查询从 Oracle ERP 导入数据，并将其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可对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中的任何
报表运行自定义查询，创建一个 CSV 格式的数据文件。然后，系统将数据加载到 EPM 云。在
这种情况下，数据集成将执行报表以提取数据并将其加载到 EPM 云中。可以在数据管理中使
用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数据源适配器从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导入
源 CSV 文件，然后设置要使用的报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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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racle ERP Cloud 集成要求您对要集成的所有 ERP 分类帐具有权限或用户角
色以及数据访问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
全角色要求 ”。

必须使用系统类型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注
册源系统，并指定用户凭据。此步骤包括指定连接详细信息并测试连接。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的“为 Oracle ERP Cloud 源系统配置源连接”。
要注册自定义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在文件中，指定与要从中加载数据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
关联的 CSV 文件的名称。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7.

单击确定。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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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Oracle HCM Cloud 应用程序

将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中的人力资源数据与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Planning 模块或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业务流程
相集成时，需将 Oracle HCM Cloud 提取注册为“数据源”应用程序类型。

数据集成提供了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使客户可以将来自 Oracle HCM Cloud 数据模型的预定
义映射应用于 Workforce Planning 或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中的目标维。
数据管理和 Oracle HCM Cloud 提供了一些模板，用户必须将这些模板加载到 Oracle HCM
Cloud 实例以提取数据。

Oracle HCM Cloud 提取用于从 Oracle HCM Cloud 提取大量数据。每个预定义的 Oracle HCM
Cloud 提取都被定义为数据管理中的“数据源”。

当数据管理执行集成的数据提取部分时，会将所有预定义的 Oracle HCM Cloud 提取指定为数
据源实体。继而，这些数据源将直接映射到 Planning 模块中的人员规划或战略性人员规划数
据模型。

注：

需要人力资本管理集成专家作业角色来管理人力资本管理提取。人力资本管理集成专
家（作业角色）是负责规划、协调和监督与人力资本管理信息系统集成相关的所有活
动的个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人力资本管理集成专家（作业角色）”。
要注册 Oracle HCM Cloud 应用程序：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Workforce Planning 应用程序右侧的
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为 Planning 中植入的维指定分类。
植入的维的分类包括“员工”、“工作”、“属性”和“工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应用程序维详细信息”。

4.
5.
6.
7.
8.
9.

依次单击保存和返回。

启动数据集成。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依次打开创建应用程序和类别，然后选择数据源。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HCM Cloud。

10. 从连接中，选择到 Oracle HCM Cloud 类型的连接的名称。

设置 Oracle HCM Cloud 源系统，并在“配置连接”选项中指定连接信息。请参阅“配置
Oracle HCM Cloud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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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文件中，指定要注册为数据源的源实体的文件名（采用 XML 格式）。

该文件是已经上传到收件箱的 Oracle HCM Cloud 提取应用程序名称/定义。

12. 单击确定。

13. 在应用程序页上，选择刚创建的 Oracle HCM Cloud 应用程序的名称，然后从操作

菜单中，单击下载 HCM 提取。

数据集成在应用程序页上加载以下提取定义。这些文件是可以提取并加载到
Planning 模块应用程序中的数据的子集。
•

EPBCS Assignment_<Release>.xdoz

注：

您必须将 EPBCS Assignment_<Release>.xdoz 导入到 BI Publisher
（而不是 Oracle HCM Cloud）的 /Custom 文件夹。

注：

如果需要非英文字符，请下载 EPBCS HCM Extract.zip 文件，然后解
压缩 zip。接下来，转到 BI Publisher 文档存储库并导入 EPBCS
Assignment.xdoz 文件。
•
•

•

EPBCS Entity Metadata_<Release>.xml
EPBCS Employee Metadata_<Release>.xml
EPBCS Position Metadata_<Release>.xml

3-16

第3章

使用基于数据源的应用程序
•

EPBCS Location Metadata_<Release>.xml

•

EPBCS Initialize.xml

•

EPBCS Job Metadata_<Release>.xml

注：

在所有情况下，必须始终将 EPBCS Initialize.xml 导入到 Oracle HCM
Cloud。
.

注：

导入的所有提取都不能含有合法组。也就是说，合法组必须为空。
•

•

•

EPBCS Component Salary Metadata.xml
EPBCS Assignment Data.xml
EPBCS Account Merit Metadata.xml

数据管理将提取所需的模板作为上传到 Oracle HCM Cloud 应用程序的内容提供。此内容
未随 Oracle HCM Cloud 植入，而是由数据管理提供。
并
当 Oracle HCM Cloud 提取已加载到“应用程序”页时，可以通过单击该提取右侧的
选择更新应用程序来更新特定的提取。在更新 HCM Cloud 应用程序页上，单击选定更新
选定的提取，或单击全部更新所有提取。

注册 Peoplesoft 总帐余额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预先植入的查询从 Peoplesoft 源导入总帐余额，然后创建并注册源应用程序。随后可
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该应用程序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标应用程序。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总帐数据源包括基于选定科目字段组合的分类帐摘
要和详细分类帐信息。
这样，您就可以从 EPM 云直接连接到内部部署的 Peoplesoft 数据。

有关使用 EPM 集成代理注册 Peoplesoft 总帐余额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预打包的
内部部署适配器”。
要注册 Peoplesoft 总帐余额应用程序：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Peoplesoft 总帐余额。

5.

单击此页上的确定后，将创建并注册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应用程序。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中的“选项”选项卡上指定 Peoplesoft 数据源应用程序的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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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7.

单击确定。

注册 E-Business Suite 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预先植入的查询从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源导入总帐余额，然后创建并注册
源应用程序。随后可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该应用程序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标应用程序（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
理”）。

这样，您就可以从 EPM 云直接连接到内部部署 E-Business Suite 数据。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

要注册 E-Business Suite 应用程序：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EBS 总帐余额。

5.

单击此页上的确定后，将创建并注册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应用程序。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中的“选项”选项卡上，指定 E-Business Suite 数据源应用程序
的连接信息。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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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连接到 E-Business Suite 和 Peoplesoft 数据源

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可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直接
连接到内部部署数据源。这些适配器可用于从以下项导入数据：
•

•

EBS 总帐余额

Peoplesoft 总帐余额

要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加载数据：
1.

注册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或 Peoplesoft 数据源应用程序。

有关注册 E-Business Suite 数据源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注册 E-Business Suite 应用
程序”。
有关注册 Peoplesoft 数据源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注册 Peoplesoft 总帐余额应用程
序”。

2.
3.
4.
5.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E-Business Suite 或 Peoplesoft 数据源应用程序右侧的
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然

选择应用程序筛选器选项卡。

单击选项选项卡。

在分隔符中，选择文件中所用的分隔符的类型。
可用的分隔符符号：
•

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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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号 (!)

•

分号 (;)

•
•
•

6.

不适用 (NA)
冒号 (:)
竖线 (|)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用于连接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凭据存储的可用类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 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
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在内部部署环境中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JDBC URL、用
户名和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slc04aye.us.oracle.com:1523:fzer1213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注：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
存储密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
并将密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
用户密码”。
7.

仅限 Peoplesoft：在 JDBC 驱动程序中，选择在连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时要使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的类型。

可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类型如下：

•

•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JDBC 驱动程序是可以让 Java 应用程序与数据库通信的软件。JDBC 驱动程序负责
将连接信息传递到数据库，并发送用于在客户端与数据库之间传输查询和结果的协
议。

8.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用户可以使用 Java 连接到关系数据库。
对于 Oracle 瘦 JDBC 驱动程序，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括：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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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对于 SQL Server，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括：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9.

在用户名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用户名。

10. 在密码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密码。

11.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在查询的每个数据库往返过程中获取的行数（即驱动程序处理的行

数）。

下面显示了“选项”选项卡上的 PeopleSoft 连接选项。

下面显示了“选项”选项卡上的 E-Business Suite 连接选项。

12. 单击保存。

注册内部部署文件

使用 EPM 集成代理直接加载文件时，您可以注册内部部署文件应用程序。这种类型的适配器
允许客户将非常大的文件从内部部署文件数据源加载到 EPM 云中。它对直接加载方法进行了
扩展，在执行暂存和处理操作时将绕过 EPM 云数据库，从而消除了性能瓶颈并提高了加载过
程的性能和可扩展性。

内部部署文件适配器不需要连接参数或查询。但是，要进行加载，需要一个带分隔符的文件，
其中具有用于导入格式的标题。
有关使用内部部署文件数据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代理文件适配器”。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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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类型中，选择内部部署文件。

5.

从文件中，指定要用作模板的源数据文件。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在选择文件时，请注意以下方面：
•

源数据文件必须是带分隔符的数据文件。

•

可以加载数字数据和非数字数据。

•
6.

7.

使用的数据文件必须包含一行标题，用于描述带分隔符的列。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更新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使用“更新应用程序”选项重新初始化 Oracle ERP Cloud。当您重新初始化应用程序时，
源系统将提取所有新增内容，如分类帐、会计科目表等。

要更新应用程序：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选择要重新初始化的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更新应用程序。

在更新应用程序页的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从连接下拉列表中，选择与数据源关联的连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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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从应用程序筛选器中，为应用程序指定应用程序筛选器。

有关应用程序筛选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将应用程序筛选器应用于 Oracle ERP Cloud 数
据源”。

启用预算控制以将应用程序注册为预算控制数据源。
单击更新应用程序以重新初始化应用程序。

更新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使用“更新应用程序”选项重新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从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提取最新的会计报表，并在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业务流程的集成中使用它们。
要更新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 页上，选择要重新初始化的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更新应用程序。

在更新应用程序页的类型中，选择 Oracle NetSuite。

从连接下拉列表中，选择与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关联的连接的名称。

6.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7.

单击更新应用程序以重新初始化应用程序。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为维类或维类型注册应用程序

可以注册仅包含一类维或一种维类型的应用程序。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用于加载元数据和包括
系统自动创建的以下应用程序：
•

帐户

•

自定义

•
•
•
•

实体
方案
版本

智能列表

要为一类维或一种维类型注册应用程序：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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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在应用程序中，为主要服务应用程序选择应用程序。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在以下示例中，已为 KS_Vision 应用程序自动创建应用程序：KS_Vision - 帐户、
KS_Vision - 自定义、KS_Vision - 实体、KS_Vision - 方案、KS_Vision - 智能列表
和 KS_Vision - 版本。

注册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当需要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导出数据时，可以为数据
导出文件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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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
管理“数据管理”》 指南中的“创建数据导出文件”。

注：

有关“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应用程序类型的信息，请参阅“ 注册“数据导出到内
部部署”应用程序”。
要为数据导出文件注册应用程序：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3.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数据导出。

4.

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导出到文件。

5.

从文件中，选择要从中创建应用程序的源文件的名称。
单击

6.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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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注册用于快速模式集成的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您可以创建并注册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数据将通过快速模式集成写入到该应用程
序。

注：

有关快速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快速模式导出数据”。

注：

有关“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应用程序类型的信息，请参阅“ 注册“数据导
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
要注册用于快速模式集成的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数据导出。
从类型中，选择要注册的数据导出文件的类型。

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的可用类型为：
•

数据导出到文件

•

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
•

5.

（“添加”图标）。

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EPM 数据文件

从文件中，选择要从中创建应用程序的源文件的名称。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无法为 EPM 数据文件类型选择文件。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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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定义应用程序维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维”页显示所选应用程序的维列表。维是一种对数据进行分类的结构，以便用户能够
回答业务问题。每个维通常包含一个层次，相关成员在该层次内进行分组。常用的维有客户、
产品和时间。

例如，在 Planning 中，有七个标准维：帐户、实体、方案、版本、期间、年和货币。此外，
常规 Planning 应用程序可以包括多达二十五个自定义维。

维详细信息因应用程序类型而异。对于选定的应用程序类型，您可以对维进行重新分类并根据
需要更改维类。
要定义维详细信息：
1.
2.
3.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应用程序右侧的
选择维选项卡。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仅限 Essbase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页上，单击创建钻取区域以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
序中创建数据交叉点的命名区域，该区域可通过穿透钻取功能查看
选择要在其中创建钻取区域的维时，可以设计可钻取区域的粒度。例如，如果您只选择
“年”维，则您可以对年份不为 null 的单元格进行钻取。

如果您希望在“钻取区域”数据切片定义中包括维，请选择“创建钻取区域”选项。当在数据加
载过程中选择维时，系统会通过为每个维包括唯一的值列表来构建数据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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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钻取区域”只是定义在数据表单和 SmartView 中启用钻取图标的单元格。
建议使用最少的一组维来定义钻取区域。如果钻取区域中包含大量维，则
钻取区域的大小将变大，并且在每次呈现表单时都会占用系统资源。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请使用具有少量成员（如方案、年、期间、版本）的
维来定义钻取区域。对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
请仅使用“数据源”来定义钻取区域。
如果您想要定义更细粒度的、包含多个维的钻取区域，请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的“钻取区域”页编辑区域定义。可以使用成员函数（如 iDescendants）定义区域
（而非单个成员）。可以通过依次选择导航和规则来访问钻取区域。然后单击数据
库属性，展开应用程序并选择多维数据集。右键单击并选择穿透钻取定义。仅编辑
区域定义，而不修改 XML 内容。如果您手动编辑钻取区域，请将应用程序选项中
的钻取区域选项设置为否。

4.

对于应用程序中未定义的每个维名称，单击添加 (
选择目标维类名。

)，然后从目标维类下拉列表中

维类是由维类型定义的一种属性。例如，如果您有一个“期间”维，则维类也是“期
间”。对于 Essbase 应用程序，您必须为“帐户”、“方案”和“期间”指定相应的维类。
对于 Oracle Hyperion Public Sector Planning and Budgeting 应用程序，您必须为
“员工”、“职位”、“工作代码”、“预算项”和“元素”指定维类。

5.

6.

7.

数据表列名称显示存储维值的临时表 (TDATASEG) 中列的表列名称。

“数据表列名称”为信息字段，无法更改。
在映射顺序中，指定映射的处理顺序。

例如，如果“帐户”设置为 1、“产品”设置为 2、“实体”设置为 3，则数据集成会依次处
理“帐户”、“产品”和“实体”维的映射。

仅限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在查看顺序中，指定数据导出文件中每列的顺序。

例如，如果“帐户”设置为 1、“产品”设置为 2、“实体”设置为 3，则数据集成会依次显
示“帐户”、“产品”和“实体”。
默认情况下，数据集成将按顺序指定“帐户”维作为第一列。

8.

单击保存。

目标应用程序现在可以与数据集成一起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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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编辑维详细信息，请选择应用程序，然后根据需要编辑应用程序或维的详细信息。

添加查找维

可以为目标应用程序创建查找维并为其分配数据列，这些查找维用于映射和引用。

可以在目标应用程序中没有对应维的数据集成中添加查找维。当您需要添加确定另一列转换方
式的内容时，这些类型的维非常有用。它们可以与成员映射功能一起使用，以交叉引用多个源
段和科目字段并分配目标值。
要添加查找维：
1.
2.
3.

4.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 应用程序右侧的
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然后

选择维选项卡。
单击添加 (

)，然后从目标维类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维类名。

LOOKUP 维条目即会添加到目标维类下拉列表中。

在维名称中，输入查找维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查找维将添加到维详细信息列表中，且目标维的类名为 "LOOKUP"。要将查找维用作源
维，请确保以导入格式对其进行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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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选项

将源应用程序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可以选择支持您加载日期的方式的选项，包括加
载方法、日期格式、批处理和清除选项。

注：

有关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要定义目标选项：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2.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应用程序右侧的

3.
4.

选择选项选项卡。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选择选项并选择所需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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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加载方法

说明

选择用于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方法。
可用的方法：
•
•

•

批处理大小

钻取区域

数字 - 仅加载数字数据。使用此方法时，不
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 - 此方
法需要定义数据和动因维，并为 Planning
应用程序定义唯一标识符。在以下“自动递增
行项目的数据维”字段和“自动递增行项目的
动因维”字段中定义数据加载和动因维。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加载
方法不支持替换模式。
包含安全性的所有数据类型 - 加载“数字”、
“文本”、“智能列表”和“日期”数据类型。如果
Planning 管理员加载数据，则不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如果 Planning 非管
理员用户加载数据，则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Planning 非管理员用户只能
加载 500,000 个单元格的数据。

指定一次从文件读取到内存的行数。

该参数主要用于决定性能。加载数据时，此设置
决定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多少条记录。例如，当
指定了 1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 1,000 条
记录。类似地，当指定了 5000 时，将在高速缓
存和提交中存储 5,000 条记录。

根据服务器内存确定此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调
整。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启用钻取区域。

启用此选项时，将创建可钻取区域以使用穿透钻
取功能。
加载数据时，钻取区域将加载到 Planning 数
据。

将创建按方案钻取区域。对于任何多维数据集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 Planning 数据库），
钻取区域的名称均为 FDMEE_<方案成员的名称
>。创建钻取区域时，系统会检查是否为维启用
了钻取。
在数据加载中选择的已启用的维的成员都将包含
在钻取区域筛选器中。如果未启用任何维，将默
认启用方案、版本、年和期间维。您可以启用其
他维，后续数据加载会考虑新启用的维的成员。
如果禁用钻取区域中先前包含的用于创建钻取区
域的任何维，则在后续数据加载过程不会删除此
类维的成员。如果需要，您可以手动删除弃用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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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启用从摘要钻取

说明

选择是将从 Planning 数据表单或报表中的摘要
成员向下钻取，并查看组成数字的详细源数据。
在“创建钻取区域”选项设置为是的情况下启用此
选项并加载数据后，将在摘要级别启用“钻取”图
标。钻取限制为一个维 1000 个后代成员。

注：

如果启用了摘要钻取，请勿在钻取区
域定义中包含要从父代成员钻取的
维。如果绝对需要包含此维，则禁用
自动创建钻取区域功能，然后从
Calculation Manager 用户界面手动
维护钻取区域。使用 Descendants 之
类的 Essbase 成员函数枚举要包含到
钻取区域的成员。
摘要钻取只适用于本地服务实例。不
适用于跨服务实例或混合部署。

清除数据文件

日期数据的日期格式
自动递增行项目的数据维

自动递增行项目的动因维

成员名称可以包含逗号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可在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成
功完成后从应用程序 outbox 目录中删除数据文
件。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删除文件，或者点击滑块使
其关闭以保留文件。
选择用于加载日期数据的格式。

使用基于您的区域设置的日期格式。例如，在美
国，使用 MM/DD/YY 格式输入日期。
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数据维匹配的数
据维

此选项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动因维匹配的动
因维
此设置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如果成员名称包含逗号，并且您要将数据加载到
以下服务之一，请将此选项设置为是，然后加载
数据：
•
•
•
•

Planning 模块
Planning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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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工作流模式

说明

选择数据工作流方法。
可用选项：
•

完全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并
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
证、导出和检查），且可在工作台中查看数
据。
支持向下钻取。
•

“完全工作流”模式是默认模式。
完全无存档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
理，并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
证、导出和检查）。只有在导入步骤完成
后，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在工作流程
结束时，将从 TDATASEG 中删除数据。
•

支持向下钻取
简单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然
后直接从 TDATASEG_T 表中导出。
所有数据加载均包括导入和导出步骤。

数据未经验证，任何未映射的数据均将导致
加载失败。
映射不在 TDATAMAPSEG 中存档。
可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
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

不支持向下钻取。

当管理用户加载数据时启用数据验证。在这种情
况下，将在加载数据时强制执行数据输入表单中
的所有数据验证。由于验证得到增强，因此数据
加载性能将下降。

如果将“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设置为否
（默认值），则管理员将使用大纲加载实用程序
(OLU) 执行数据加载。在这种情况下，性能会提
升，但对于因任何原因而被忽略的任何行，您将
无法获得详细的错误报表。
当此选项设置为是时，将以相同的方式针对管理
员和非管理员数据加载进行数据验证。验证包
括：安全性检查、交叉点验证、只读单元格、动
态计算单元格等。

显示验证失败原因

此外，对于任何被拒绝或忽略的行，都有一个详
细的错误列表，并且不需要其他 Planning 权
限。然而，甚至对于管理员，性能也可能会下
降。

可用于在数据验证报表中加载数据时，报告被拒
绝的数据单元格和拒绝原因。
选择是可报告拒绝的数据单元格和拒绝原因。
报告的拒绝次数上限为 100。

单击“输出”链接可从“进程详细信息”页下载数据验
证报表。此外，错误文件的副本存储在 Outbox
文件夹中。
选择否表示不报告拒绝的数据单元格和拒绝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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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从 Smart View 钻取视图

说明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穿透钻取报表
中显示自定义属性维成员名称时，从工作台指定
列的自定义视图。

自定义视图在数据集成的工作台选项中创建和定
义。定义自定义视图并在“从 Smart View 钻取视
图”字段中指定后，在 Smart View 中，可以单击
穿透钻取单元格并选择“在新工作表中打开”，穿
透钻取报表将基于在工作台中定义的视图打开。
如果没有在“应用程序选项”页上定义任何视图，
则使用默认视图，这意味着属性维不会在 Smart
View 中显示自定义成员名称。
用于非管理员加载的替换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工作台中定义自定义视
图”。
为非管理员用户选择在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时的替换方法。
可用的方法：

• 无 - 不执行替换。

• 仅数字数据 - 当加载方法为“仅数字数据”时执行
替换。
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

• 所有加载方法 - 对于所有加载方法执行替换。

选择后代超过 1,000 个时摘要钻取的运作方式。
可用选项：

•
忽略
•
限制
如果摘要钻取中的后代数超过 1,000，并且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选项为忽略，则
系统会忽略筛选器中的维，并根据其他维上的筛
选器返回钻取的数据。最多可以忽略三个维。

5.

单击保存。

如果摘要钻取中的后代数超过 1,000，并且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选项为限制，则
系统在返回数据行时仅考虑维的前 1,000 个成
员。

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注册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应用程序后，您可以管理与该应用程序关联的所选详细
信息。
要定义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应用程序右侧的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

从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中，单击选项选项卡。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更改的设置，然后单击保存。

3-34

第3章

编辑选项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将期间令牌转换为大写

说明

可以将报表的期间令牌
（如 $START_PERIODKEY$）转换为大写（如果
生成的期间名称可能是大小写混合的，如 Jan 或
Feb）。启用此设置时，系统仅将混合大小写的期
间转换为大写，如 JAN 或 FEB。
选择 Y 可启用期间令牌的转换。

通知类型

通知事件

编辑选项

选择 N 不转换期间令牌。

选择在 Oracle ERP Cloud 中执行 Oracle ERP
Publisher 报表时要发送的通知类型。
•
•
•

电子邮件通知
闹铃通知
电子邮件和闹铃通知

•
•
•

总是
成功时
失败时

选择在 Oracle ERP Cloud 中执行 Oracle ERP
Publisher 报表时触发要发送的通知的事件：

您可以添加和编辑用户选择集成选项时与数据源或数据导出到文件应用程序关联的应用程序筛
选器。您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此外还可以指定要返回的确切值。

在以下示例中，已为“编辑选项”页上的“业务单位”、“分类帐”、“年”和“期间”定义筛选输入条件。

以下是为数据源应用程序定义筛选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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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将为数据值显式定义应用程序筛选器。例如，如果您使用的是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数据源，则在使用与 Oracle HCM Cloud 的预定义
集成时，建议不要修改或更改筛选器定义。
要将数据源或数据导出添加到文件应用程序筛选器：
1.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数据源或数据导出到文件应用程序右侧的
辑选项。

2.

从编辑选项中，单击添加 (

3.

在名称中，指定用户界面中的显示提示的名称。

4.

，然后选择编

)

此时将显示一个空白输入行。

在显示顺序中，指定筛选器在“应用程序筛选器”选项卡上的显示顺序。如果此字段
为空，则无法显示该自定义筛选器，将使用默认值作为筛选器值。

例如，输入 99 将在筛选器列表中的第 99 个位置序列或位置处显示该筛选器。显示
顺序按从低到高列出。

5.

在属性级别中，选择要显示筛选器的位置。可用选项包括：
•

•

•

6.

仅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和集成
仅集成

要提供使用查找类型列出的值的下拉列表，请在验证类型中选择以下项之一

•

无

•

查找验证

•
•
•

•

•
•

数字

查找不验证
是/否
日期

查询

选择列表 - 可以在“验证对象”字段中输入值列表。每个值都在新的一行中输入。
“选项”页上的值列表 (LOV) 将以列表形式显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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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验证对象中，输入要按类型验证的查找对象的列表。
要输入值列表，如果已选择上面的选择列表验证类型，则单击
上输入值列表，再单击确定。

8.

，然后在“验证对象”页

在条件列表中，基于以下一个或所有条件提供条件列表：

•

EQ (Equal)

•

Like

•

IN

条件值可以是 Equal、Like 或 In。条件值以下拉列表的形式存储在 CONDITION_LIST 字
段中。如果值为 EQ,IN，则“条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 Equal 和 In。如果值为 EQ LIKE，则
下拉列表中仅显示 Equal、Like。EQ,IN,LIKE 的任意组合存储在该字段中。如果“条件”列
表中仅提供一个值，则无法更改此条件。默认值为 EQ。指定多个条件时，将逗号作为条件
的前缀。例如，要使用 IN 和 LIKE 条件，请输入：,IN,LIKE
9.

单击保存。

设置默认选项

使用“设置默认值”选项定义要在“集成选项”页上用作应用程序筛选器的默认值。

在以下示例中，已通过“设置默认值”选项为 QECustomAgent_2 应用程序中的“位置”、“类别”和
“期间”筛选器定义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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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根据 QECustomAgent_2 选择集成时，系统会显示“位置”、“类别”和“期间”筛选器
的默认值。

要设置默认选项：
1.
2.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数据源或数据导出到文件应用程序右侧的
置默认值。

，然后选择设

从设置默认值中，导航到属性名称，然后指定属性值。

例如，对于属性名称“期间”，指定 Jan-10 作为属性值。

如果属性具有下拉箭头按钮，则可以从要用作默认值的值列表中进行选择。

3.

单击保存。

将数据加载到自由形式应用程序

自由形式应用程序类型是在 Planning 环境中重新创建本地 Essbase 应用程序以支持所
需分析的业务流程。自由形式允许将任何维与多维数据集相关联。自由形式业务流程不
需要特定于 Planning 的货币、实体、方案和版本维及其成员层次。您可以使用自由形
式进行建模和构建多维数据集，同时仍然可以使用平台功能。服务管理员可以通过使用
Essbase 大纲 (OTL) 文件或者手动定义维数来构建自由形式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 中的“创建
自由形式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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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形式应用程序适用于希望为任何内容创建 Essbase 应用程序或将内部部署应用程序迁移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客户，因为 Planning 中的自由形式应
用程序对维没有任何要求。
可以在数据管理和数据集成中加载这些自由形式应用程序，但是需要注意许多事项：
1.
2.

3.

自由形式应用程序至少需要三个维：帐户、期间和方案。数据管理和数据集成中的应用程
序定义必须具有三个其类型分别为帐户、期间和方案的维。

必须设置期间映射，以便系统知道何时加载数据。例如，可以设置期间为 1 月 20 日的期
间映射，该期间是在自由形式应用程序中创建的期间成员。在数据管理和数据集成中设置
期间映射时，输入在自由形式应用程序中创建的期间并输入一个年份条目，以便传递期间
映射的用户界面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必在自由形式应用程序中定义年维，只需定义
一个期间。

必须指定方案维，但是在 Planning 中，它可以是任何内容。唯一的要求是在数据管理和数
据集成中将维分类为“方案”。然后，您需要设置类别映射，以便进程成功。
•
•

•

为其中一个维分配维分类“帐户”。

如果要使用穿透钻取功能，则需要“方案”维。为其中一个维分配维分类“方案”。请注
意，当一个维分类为“方案”时，将使用“类别”映射分配目标值，因此数据只能加载到一
个值。选择满足此要求的维并定义“类别”映射。

如果要使用“检查”功能，则需要“实体”维。为其中一个维分配维分类“实体”。

类型为 ASO 的应用程序在创建时不会自动注册。使用数据管理的“目标应用程序”页面并选
择应用程序类型 Essbase 来手动注册应用程序。

4.

要将元数据加载到只具有 ASO 多维数据集的自由形式应用程序，请按如下方式注册维应
用程序：
a.

使用“所有输入多维数据集”多维数据集添加新的 EPM 本地应用程序。

b.

添加新的维应用程序。

由于没有 BSO 应用程序，此应用程序不显示任何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应用程序”。

现在，通过定义与相应源的集成（使用维应用程序作为源），可以将元数据加载到
ASO 多维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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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源连接
使用“配置连接”可以注册、管理和删除指向以下源的直接连接信息：
•

•
•

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配置 Oracle HCM Cloud 连接
配置 NetSuite 连接

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Oracle ERP Cloud 源连接可用于注册和管理以下数据源：

•

Oracle ERP Cloud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平均）

•

•
•
•
•

•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项目管理

预算控制承诺、债务、开支和回写数据源。预算审核数据源

要创建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在连接页上，从

（“配置连接”图标）。

（“添加”下拉图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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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在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在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在服务 URL 中，输入 Web 服务的服务器信息。

在用户名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用户名。

输入启动处理请求的 Oracle ERP Cloud 用户的名称，这些请求需要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与 Oracle ERP Cloud 之间发送信息。
此用户必须分配有某个 Oracle General Ledger 作业角色，例如“财务分析师”、“总
会计师”或“总会计经理”。

8.

在密码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码。

9.

单击测试连接。

只要更改 Oracle ERP Cloud 密码，就必须更新此密码。

正确测试连接后，将显示信息消息“连接到 [源系统名称] 成功”。

10. 单击确定。

配置 Oracle HCM Cloud 连接

要开始将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与 Planning 模块集成，需要首先
创建并注册类型为 "Oracle HCM Cloud" 的源系统。

指定源系统和连接信息之后，初始化源系统。对于每个 Oracle HCM Cloud 提取，该过
程都会创建一条目标应用程序记录。
要配置 Oracle HCM Cloud 连接：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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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配置连接”图标）。

3.

在连接页上，从

4.

在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5.
6.
7.
8.

9.

（“添加”下拉图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HCM Cloud。

在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在服务 URL 中，输入 Web 服务的服务器信息。

在用户名中，输入 Oracle HCM Cloud 用户名。
在密码中，输入 Oracle HCM Cloud 密码。

只要更改 Oracle HCM Cloud 密码，就必须更新此密码。
单击测试连接。

正确测试连接后，将显示信息消息“连接到 [源系统名称] 成功”。

10. 单击确定。

有关将 Oracle HCM Cloud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的详细
说明，请参阅“与 Oracle HCM Cloud 集成”。

配置 NetSuite 连接

要开始将 NSPB Sync SuiteApp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
成，需要配置并注册应用程序类型为 "NetSuite" 的源系统和连接参数。

在配置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连接之前，请确保您具有基于令牌的身份验证的
令牌详细信息。在数据集成中配置连接之前，必须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
定义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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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源系统和连接信息之后，初始化源系统，为每个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的搜
索创建一条目标应用程序记录。
要使用基于令牌的身份验证连接到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请完成以下步骤：

注：

在 21.02 版中，用于访问集成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策略已
更改，现在要求使用基于令牌的授权（而不是基本身份验证），以便设置从
EPM Cloud 到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连接。在以后的版本
中，基本授权凭据将变为只读。
1.
2.

3.

启动 Oracle NetSuite。

从 Oracle NetSuite 主页，依次选择设置、用户/角色、访问令牌 和新建（创建新令
牌）。

从访问令牌页，选择内部 NS 应用程序 NS-PBCS 作为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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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并从该页复制“令牌 ID”和“令牌密钥”。

5.

在 NSPB Sync SuiteApp 主页上，在应用程序下选择数据交换。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7.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注意：只有在此时可以查看这些值。如果您离开该页，将无法访问这些值。

（“配置连接”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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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连接页上，从

（“添加”下拉图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Netsuite。

9.

从创建连接页的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输入要用于 NSPB Sync SuiteApp 应用程序的名称，如 "NetSuite ERP"。

10. 在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11. 在使用者标识类型中，指定使用者标识的类型。使用者标识类型用于确定该连接是

使用默认使用者标识还是自定义使用者标识。
可用选项：
•

默认 - 使用者标识使用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中生成的“令牌”和“令牌密
钥”值，如下所示。在创建令牌并需要选择内部应用程序时，选择“默认”选项。

•

自定义 - 除了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中生成的“令牌”和“令牌密钥”之外，
还需要用于建立使用者标识所有权的“使用者密钥”（密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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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使用者标识中，指定使用者的全局唯一标识符（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中生成，

并由自定义“使用者标识类型”实施使用）。

13. 在使用者密钥中，指定对于自定义“使用者标识类型”实施使用的使用者标识，用于建立使

用者标识所有权的密码。

14. 令牌 - 指定用于代表用户访问受保护资源的令牌值（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中生

成）。

15. 在帐户中，指定 Oracle NetSuite Web 服务的 帐户 ID。

帐户 ID 可以标识帐户类型，例如，帐户是生产帐户、沙盒帐户还是版本预览帐户。特定于
帐户的域不依赖于托管帐户的数据中心。域不会更改，即使帐户移到其他数据中心也是如
此。

16. 单击测试连接。

正确测试连接后，将显示信息消息“连接到 [源系统名称] 成功”。

17. 单击确定。

有关将 Netsuite 与 EPM Cloud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 Net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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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期间映射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中，还可以根据应用程序需求
（例如，不同的期间级别）使用不同的日历（例如，月日历、周日历或天日历）。由于数据集
成 将 ERP 源系统数据提取到目标 EPM 云应用程序中，因此它通过在源系统期间与目标 EPM
云应用程序期间之间定义期间映射来建立映射关系。
数据集成支持两种类型的期间处理：
1.
2.

默认期间处理

显式期间处理

当源和目标应用程序使用一致的期间定义和期间命名时，使用默认期间处理。也就是说，该集
成使用数据集成中定义的期间键和上一期间键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每个数据集成期间的
源总帐期间。例如，如果两个系统都使用月历，并且像 Jan-20 这样的期间名称与两个系统均
匹配，则在集成中使用“默认”期间映射类型。无需其他映射。
当源和目标应用程序期间定义或期间命名约定不同时，使用显式期间处理。通过“显式”期间映
射，还可以支持未通过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定义期间的其他 Oracle General Ledger 数据源。
显式映射使用源系统选项中的日历期间进行设置。您可以从“日历”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集成
的实际日历。
在这种情况下，n 您必须定义“应用程序期间”和“源期间”映射。

您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定义期间映射：
•

•
•

全局映射 - 如果没有太多目标应用程序从具有不同类型源日历的多个源系统中获取数据，
可定义全局映射。使用全局映射可确保将多个期间包含在单个映射中。首先，定义一个全
局映射。
应用程序映射 - 如果有多个目标应用程序，从具有复杂期间类型的多个源系统中获取数
据，则除了全局映射之外，您还可以创建应用程序映射。定义应用程序映射时，您可以根
据需要修改“目标期间月份”。
源映射 - 为基于文件和适配器的集成指定源期间映射。

全局映射 - 月期间映射示例

下表显示源中的月日历如何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月期间。

注：

应该在最细粒度级别定义全局映射。例如，如果有月日历和周日历，请在最低的粒度
级别定义全局映射。在这种情况下，期间键处于周级别，应将周映射到月。您可以为
更高级别的期间创建应用程序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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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间映射示例

期间键

上一期间键

期间名称

Jan 1 2021

Dec 1 2020

January 1,
2021

Feb 1 2021

Jan 1 2021

February 1, Feb
2021

Q1

FY21

Mar 1 2021

Feb 1 2021

March 1,
2021

Mar

Q1

FY21

April 1,
2021

Apr

Q2

FY21

April 1 2021 May 1, 2021 May

Q2

FY21

April 1 2021 March 1
2021
May 1 2021

目标期间月
份
Jan

目标期间季
度
Q1

目标期间年
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FY21

全局映射 - 周期间映射示例

下表显示了企业资源规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源系统中的周日历将如
何映射到 EPM 云应用程序中的月期间。
表 5-2

周期间映射示例

期间键

上一期间键

期间名称

目标期间月
份

Jan 26 2020 Jan 19 2020 January 26, Jan
2021

目标期间季
度
Q1

目标期间年
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FY20

Feb 2 2020

Jan 26 2020 February 2, Feb
2021

Q1

FY20

Feb 9 2020

Feb 2 2020

February 9, Feb
2021

Q1

FY20

February
16, 2021

Q1

FY20

Feb 16 2020 Feb 9 2020

Feb

应用程序映射 - 源自月日历源的示例目标应用程序

下表显示了目标应用程序源自月日历的示例。此映射将在“应用程序映射”选项卡上执
行。
表 5-3

示例应用程序映射 - 具有月日历源的目标应用程序 #1

期间键

目标期间月份

目标期间季度

Feb 1 2020

Feb

Q1

FY20

Mar 1 2020

Mar

Q1

FY20

Jan 1 2020

Jan

Q1

目标期间年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FY20

应用程序映射 - 源自周日历源的示例目标应用程序 #2

下表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的目标应用程序源自周日历。此映射将在“应用程序映射”选
项卡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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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示例应用程序映射 - 具有周日历源的目标应用程序 #2

期间键

目标期间月份

目标期间季度

Feb 2 2020

Feb

Q1

FY20

Feb 9 2020

Feb

Q1

FY20

Feb 16 2020

Feb

Q1

FY20

Jan 26 2020

Jan

全局映射

Q1

目标期间年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FY20

您可以定义一个全局映射，以将多个期间映射到单个映射。
要定义全局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全局映射选项卡。
单击

。

4.

在期间键中，指定要从源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这是在试算平衡加载过
程中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日期值，它成为标识一组试算平衡记录的键的一部分。
以 MM/dd/yyyy 格式指定日期。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日期来选择“期间键”。

注：

该集成使用数据集成中定义的期间键和上一期间键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每
个数据集成期间的源总帐期间。
5.

在上一期间键中，指定在导出期间使用的上一财政期间键，以确定是否必须提前创
建 $0.00 条目（以防产生幻影）（如果已将 YTD 值加载到周期类别中，则必须创建该条
目。）
“上一期间键”仅比当前期间键早一个月。
以 MM/dd/yyyy 格式指定日期。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日期来选择“期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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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以下日期参数：
a.
b.
c.
d.
e.
f.

7.

期间名称；例如，August 2021。

目标期间月份；例如，August。
目标期间季度

目标期间年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单击保存。

应用程序映射

如果想为特定的目标应用程序定义特殊的期间映射，可以定义应用程序映射。此处创建
的映射将应用于单个目标应用程序。如果没有为导出目标应用程序选择应用程序映射，
则系统将使用在全局映射中为期间定义的全局映射。

要为应用程序创建期间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应用程序映射选项卡。
单击

。

4.
5.

在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要为其添加或修改应用程序期间映射的目标应用程序。
在期间键中，指定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以 MM/dd/yyyy 格式指定日期。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日期来选择“期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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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集成使用数据集成中定义的期间键和上一期间键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每
个数据集成期间的源总帐期间。
6.

在上一期间键中，指定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的前一个日期。
以 MM/dd/yyyy 格式指定日期。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日期来选择“期间键”。

7.

输入以下日期参数：
a.
b.
c.
d.
e.
f.

源映射

8.

期间名称；例如，August 2021。

目标期间 - 月份；例如，August。
目标期间 - 季度
目标期间 - 年份
目标期间天

年目标

单击保存。

源映射包括显式期间映射和调整期间映射。您可以创建显式期间映射以确保数据集成期间正确
地映射到源系统日历期间。只有在创建集成时选择了“包括调整期间”选项的情况下，才使用调
整期间映射。
源期间映射会因源系统类型不同而异。有关基于源系统类型的源期间映射的信息，请参阅以下
内容：
•

文件源类型的源映射

•

Oracle EPM Cloud 源类型的源映射

•

数据源的源类型的源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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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acle ERP Cloud 源类型的源映射

Oracle HCM Cloud 源类型的源映射

文件源类型的源映射

当需要在基于文件的源系统与目标应用程序之间添加源期间映射时，可以将源映射添加
到基于文件的集成。

要为文件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从源类型中，选择文件。

在源中，选择文件的名称。

从日历中，选择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单击
。

7.

从源期间中，输入基于文件的源期间日期值。
例如，可以选择 Jan-20。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8.
9.

在源期间年份中，指定与基于文件的源期间日期值关联的年份。

在源期间编号中，输入财政年度内期间的编号。

10. 在目标期间键中，输入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期间来选择“目标期间键”。

11.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选择目标期间的期间名称。输入映射的说明。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信息。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
未在源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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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说明中，输入期间映射的说明。

13. 单击保存。

数据源类型的源映射

当您需要在数据源应用程序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之
间添加期间时，可以为数据源的源类型创建源期间映射。

要为数据源的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从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源。

从日历中，选择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单击
。

6.

从源期间中，输入源期间名称。

通常，源期间名称引用日期值，如 Jan-20。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7.
8.
9.

在源期间年份中，指定与源期间日期值关联的年份。
在源期间编号中，输入财政年度内期间的编号。

在目标期间键中，输入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名称”。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未在
源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10.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选择目标期间的期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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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名称”。

11. 在说明中，输入源期间映射的说明。
12. 单击保存。

EPM 云源类型的源映射

当您需要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业务流程之间添加期间
映射时，可以定义源映射。

要为 EPM 云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从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从源应用程序中，选择要从中添加期间映射的源应用程序的名称。

从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要将源期间映射添加到的目标应用程序的名称。
单击
。

7.

从源期间键中，指定要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8.
9.

从源期间名称中，指定源期间的名称。

在源期间年份中，指定与源期间日期值关联的年份。

10. 在目标期间键中，指定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5-8

第5章

源映射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名称”。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未在
源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11.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指定目标期间的期间名称。

12. 在目标期间 - 月份中，指定目标期间的期间月份。
13. 在目标年份中，指定财政年度结束的年份。

例如，如果您的财政年度从 2020 年开始并在 2021 年结束，则为该财政年度的所有期间输
入 2021。

14. 在说明中，输入源期间映射的说明。

15. 单击保存。

Oracle ERP Cloud 源类型的源映射

在定义 Oracle ERP Cloud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之
间的源期间映射时，使用 Oracle ERP Cloud 源类型。

例如，您可能需要在 EPM Planning 项目 模块（项目）和 Oracle Fusion Cloud 项目管理（项
目管理）之间定义显式期间映射。

要为 EPM 云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3.

从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4.

从连接中，选择与 Oracle ERP Cloud 集成关联的连接名称以用于源期间映射。

5.
6.
7.

从源应用程序中，选择要从中添加期间映射的源应用程序的名称。

从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要将源期间映射添加到的目标应用程序的名称。
从映射类型中，选择显式或调整。

显式 - 该集成使用在数据集成中定义的“显式”期间映射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所包括的
每个数据集成期间的源总帐期间。通过“显式”期间映射，可以支持未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
期定义期间的其他总帐数据源。

调整 - 该集成使用常规期间和调整期间。如果调整期间不存在，则只处理常规期间。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
管理”》中的“处理 Oracle General Ledger 调整期间”。

8.

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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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源期间键中，指定要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10. 从源期间名称中，指定源期间的名称。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11. 在源期间年份中，指定与源期间日期值关联的年份。

12. 在源期间中，指定要为其创建源期间的（总帐）期间。

13. 在目标期间键中，指定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信息。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
未在源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14.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指定目标期间的期间名称。

15. 在目标期间 - 月份中，指定目标期间的期间月份。
16. 在目标年份中，指定财政年度结束的年份。

例如，如果您的财政年度从 2020 年开始并在 2021 年结束，则为该财政年度的所有
期间输入 2021。

17. 在说明中，输入源期间映射的说明。

18. 单击保存。

Oracle HCM Cloud 源类型的源映射

在定义 Oracle HCM Cloud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
程序之间的源期间映射时，使用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源类型。
要为 Oracle HCM Cloud 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3.

从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HCM Cloud。

4.

从连接中，选择与 Oracle HCM Cloud 集成关联的连接名称以用于源期间映射。

5.

从日历中，选择用于集成数据的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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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

7.
8.
9.

在源期间中，指定要为其创建源期间的（总帐）期间。

从源期间年份中，指定要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从源期间名称中，指定源期间的名称。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10. 在源期间编号中，指定财政年度内期间的编号。

11. 在目标期间键中，指定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信息。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未在源
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12.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指定目标期间的名称。
13. 在说明中，输入源期间映射的说明。

14. 单击保存。

Oracle NetSuite 源类型的源映射

在定义 Oracle NetSuite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之间
的源期间映射时，使用 Oracle NetSuite 源类型。

要为 Oracle NetSuite 源类型创建源映射：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3.

从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NetSuite。

4.

从连接中，选择与 Oracle NetSuite 集成关联的连接名称以用于源期间映射。

5.
6.

从日历中，选择用于集成数据的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单击
。

5-11

第5章

删除期间映射
7.
8.
9.

在源期间中，指定要为其创建源期间的（总帐）期间。

从源期间年份中，指定要从源系统映射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从源期间名称中，指定源期间的名称。

Note:
在批处理脚本中使用的期间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10. 在源期间编号中，指定财政年度内期间的编号。

11. 在目标期间键中，指定要映射到目标系统的当前财政年度中月份的最后一天。

可以通过单击

并选择名称来选择目标期间信息。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
未在源的源映射中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12. 在目标期间名称中，指定目标期间的期间名称。

13. 在说明中，输入源期间映射的说明。
14. 单击保存。

删除期间映射

关于此任务

可以删除单个期间映射、一系列期间映射或所有期间映射。

删除单个期间映射

要删除单个期间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期间映射。

从全局映射、应用程序映射或源映射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的单个期间映射。
单击
。

系统会提示您确认删除期间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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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

删除一系列期间映射

要删除一系列期间映射：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期间映射。

从全局映射、应用程序映射或源映射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的期间映射的范围。
从操作菜单上的删除期间中，选择选择范围。

从选择范围页，在开始日期字段中选择要删除的范围的开始日期，在结束日期中选择要删
除的范围的结束日期。
输入日期时，请使用 MM/dd/yyyy 格式。例如，输入 08/31/2021。
还可以通过单击

并从日历中选择日期来指定日期。

5.

单击确定。

删除所有期间映射

要删除所有期间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期间映射。

从全局映射、应用程序映射或源映射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的期间映射。
从操作菜单上的删除期间中，选择所有。

此时会显示“确认删除所有期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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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

选择默认 POV 期间

您可以选择并保存在运行集成时使用的 POV 期间，而不必每次都选择 POV 期间。如果
未选择任何 POV 期间，则系统将基于浏览器高速缓存默认采用上次使用的期间。
POV 期间选项位于数据集成的主页上。

在“POV 期间”下拉列表旁边出现解锁图标
(
) 时，可以选择其他期间。

在数据管理中的“系统设置”中启用了“全局 POV 模式”时，期间默认为“全局 POV 期间”，
您不能选择其他期间（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中的“设置系统级配置文件”）。在这种情况下，“POV 期间”下拉列表
旁边会出现一个锁定图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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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类别映射
定义类别映射以便对源系统数据进行分类并将其映射到目标方案维成员。例如，在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相同的源系统数据将使用“方案”维成员“当前”来存储。在数据集成中，您可以为方
案维成员创建类别映射。确保在 Planning 的“方案维”下存在指定的目标类别值。

全局映射

您可以定义一个全局映射，以将多个方案维映射到单个映射。

全局类别映射可定义跨多个应用程序的映射。例如，大多数情况下源类别中的“实际”成员映射
到目标中的“实际”成员。但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下，“实际”成员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当前”成
员。在这种情况下，可基于应用程序覆盖全局映射。

注：

如果计划使用批处理脚本，要避免在名称中使用特殊字符或空格。从命令行运行时，
有些字符可能会造成问题。
要定义全局类别映射：
1.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2.

单击全局映射选项卡。

3.

单击
（“添加”图标）。

此时将显示一个空白输入行。

4.
5.
6.

7.

在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类别映射的维。

在说明中，输入对类别的说明。
在频率中，选择类别的频率。

类别指示期间映射中定义的频率，例如每日、每月、每季度或每年。
在目标类别中，指定目标类别或单击

以选择维或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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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可选：在类别键中，指定类别的内部键。该键可用于调试向下钻取或数据加载问
题。

输入目标类别。

例如，目标类别是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的方案维。

10. 单击保存。

11. 可选：执行以下任务：

•

要编辑某个映射，请选择该映射，根据需要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

要删除映射，请单击

应用程序映射

。

与全局映射不同，可以为目标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映射。
要定义应用程序类别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的操作菜单中，选择期间映射。

在类别映射中，选择应用程序映射选项卡。
在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目标应用程序。

4.

单击添加。

5.

在类别中，选择类别。

6.

在目标类别中，指定目标类别或单击

此时将显示一个空白输入行。
以选择维或维成员。

例如，您可以指定 Planning 中的方案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目标类别的成员”。

7.
8.

单击保存。

可选：执行以下任务：
•
•

要编辑某个映射，请选择该映射，然后根据需要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要删除映射，请单击删除。

选择目标类别的成员

您可以包含维中的特定成员，以将其加入到目标类别中。
要为目标类别选择成员：
1.

2.
3.

在应用程序映射页中，从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目标应用程序。
单击

从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选择成员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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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在目标类别中，指定维或维成员，或者单击

在选择成员页上，执行以下操作：
a.

b.

c.

以搜索或选择维或维成员。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目标系统的规划类型。

多维数据集确定可用维的结构。

可选：在搜索成员中，输入搜索条件（仅成员名称或别名），然后单击输入。
搜索不区分大小写。可搜索一个词、多个词或通配符字符。

左侧的第二个窗格显示可用父维的第一级。通过在窗格中单击要映射的每个成员旁边
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

要在选定维中向下钻取到成员并在第三个窗格中显示结果，请单击
d.

左侧的第三个窗格是在步骤 b 中选择的维的成员或同级。通过单击要映射的每个成员
旁边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要向下钻取到选定维的成员并在第四个窗格中显示结果，请单击

e.

。

左侧的第四个窗格是在步骤 d 中选择的成员/同级的成员（叶级别）结果。通过单击要
映射的每个成员旁边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显示对号的选定维/成员将移动到选定项窗格中。

f.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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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除所做的选择，请从选定项窗格中选择维/成员，然后从
删除或全部删除。

下拉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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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集成
通过从企业资源规划 (ERP) 源系统（直接集成）提取元数据和数据，或者从文件提取数据，然
后将其推送到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PM) 目标应用程序中，可以定义数据集
成。
基于文件的导入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用户：无法直接连接到企业资源规划 (ERP) 源数据，但
可在文本文件中提供其源中的数据。任何文件（例如，带分隔符的文件）都可轻松导入目标
EPM 应用程序中。可以选择帐户、实体、数据值在文件中的位置，以及在数据导入期间要跳
过哪些行。借助该功能，业务用户在向目标应用程序加载时可轻松导入任何源中的数据，且只
需要很少的技术帮助（如果需要）。
有关基于文件的集成的信息，请参阅“创建基于文件的集成”。

对于直接连接到其他 Oracle Cloud Services（现成可用或打包的集成）的客户，定义源数据、
创建将数据转换为所需目标格式的映射规则并执行和管理周期性数据加载过程。
对于基于直接集成的源，导入和导出的数据可以来自：
•

Oracle ERP Cloud - 总帐。从总帐加载实际值并回写预算和实际调整日记帐

•

Oracle ERP Cloud - 子分类帐。加载子分类帐事务数据

•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 加载员工属性、薪金和其他相关工作信息

•

•
•

Oracle ERP Cloud - Budgetary Control。加载承诺、债务和开支并回写预算

Oracle NetSuite - 从 Oracle NetSuite 加载实际值和元数据

Oracle E-Business Suite - 从总帐加载实际值。使用 EPM 集成代理

•

Oracle Peoplesoft - 从总帐加载实际值。使用 EPM 集成代理

•

本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 - 输入和报告多维数据
集之间的数据同步在不同的输入多维数据集之间移动数据

•

•

自定义内部部署数据源 - 使用内部部署数据库适配器和 EPM 集成代理

来自另一个服务实例的 EPM 云应用程序 - 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同步是单独的实例

另请参阅：
•
•
•
•

有关在 EPM 云中使用数据集成加载数据的信息，请参阅“在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使用数据集成”

有关在 EPM 云中加载 ERP 云数据的信息，请参阅“使用数据管理在 EPM 云中加载 ERP
云数据”。

要详细了解如何定义和运行将数据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加载到 Enterprise Planning
应用程序的数据集成，请参阅“使用数据管理集成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Cloud 和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要详细了解如何定义和运行将数据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加载到 EPM 应用程序的数据
集成，请参阅“使用数据管理集成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Cloud 和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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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基于文件的集成

观看此教程，了解有关创建基于文件的数据集成的信息：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创建基于文件的数据集成。
要创建基于文件的集成：

（“添加”图标）。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2.

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新集成的名称和说明。

3.

“常规”页显示在“创建集成”视图中。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位置用于链接源和目标以及关联的成员映射。可以使用不同的选项集和筛选条件在
同一位置定义多个集成。位置主要用于控制对集成的访问。您可以使用“位置安全
性”来控制对最终用户的访问。
如果输入新位置，则必须提供源和目标。保存集成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位置。
如果选择现有位置，系统则会自动填充源和目标，您无法对其进行更改。

4.

单击

5.

从选择源页中，单击

6.

（选择源）。
（文件）。

从文件浏览器中，选择文件并单击确定。

您可以双击收件箱或发件箱文件夹，或任何其他文件夹以查看文件夹中的文件列
表。
您还可以单击上传，并浏览到某个文件以上传该文件。

（可选）可以创建基于文件的加载，此时您指定需要在运行时加载的文件。但是，
列编号和列名仅在映射维时指定。请参阅“映射维”。

7.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目标系统的规划类型。

多维数据集在数据管理中分配。您可以将自定义多维数据集注册为单独的应用程
序，可注册的自定义多维数据集应用程序数无任何限制。

8.

从类别中，选择集成的类别。

9.

可选：选择对集成适用的位置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位置属性”。

列出的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如“实际”。请参阅“定义类别映射”。

10. 要映射文件或者更改与文件关联的标题列，请单击文件选项。

11. 从文件导入 - 文件类型编码页中，填写类型、分隔符和钻取 URL 字段。接下来，从

将标题用于列名中，使用箭头键选择标题行或者无标题行，然后单击下一步。
有关“文件导入 - 文件类型编码”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文件”。

12. 从文件导入 - 文件列映射页中，根据需要修改任意列标题，然后单击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文件列”。

13. 仅在使用新位置的情况下，单击

（选择目标）。

7-2

第7章

创建基于文件的集成
14. 从选择目标页中，选择目标应用程序。

15. 单击保存。

选择位置属性

选择常规集成选项时，可以添加或编辑已分配给位置的属性或特性。
位置属性包括：
位置属性
本位币

说明

选择该位置的货币。

注：

对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Tax
Reporting 客户：要
在货币固定时将数据
加载到实际货币而非
实体货币，请在“位
置”选项中的“本位币”
字段中设置货币。还
可以在导入格式中添
加货币行并映射该
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还可以在此字
段中指定父代输入、
贡献输入和转换货币
输入，从而以实体货
币以外的其他货币创
建和过帐日记帐。
父代组

选择分配给该位置的父代。

逻辑帐户组

选择要分配给该位置的逻辑帐户组。

检查规则组

父代映射用于与其他位置共享映射。在父代位置输
入映射后，相关位置即可使用相同映射。多个位置
可以共享一个父代。在多个位置使用一个会计科目
表时，此功能非常有用。对子代或父代映射表的更
改会应用于所有子代和父代位置。
逻辑组包含一个或多个在加载源文件后生成的逻辑
帐户。逻辑帐户是从源数据派生出来的计算帐户。
选择要分配给该位置的检查规则组。

系统管理员使用检查规则实施数据完整性。在检查
规则组中创建一组检查规则，并将检查规则组分配
给位置。然后，在将数据加载到目标系统后，会生
成检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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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属性

检查实体组

映射文件

说明

选择要分配给该位置的检查实体组。

如果将检查实体组分配给位置，则检查报表将针对
在该组中定义的所有实体运行。如果没有将检查实
体组分配给位置，则检查报表针对加载到目标系统
的每个实体运行。检查报表将直接从目标系统、源
数据或数据管理转换后数据中检索值。

您可以映射文件来指定映射类型、钻取 URL、分隔符和标题行。

要映射文件：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基于文件的集成右侧的

“常规”页显示在“编辑集成”视图中。

，然后选择常规。

选择文件选项。

从类型中，选择要加载的文件的数据类型。

可用类型：
•

•
•
•

带分隔符：从带分隔符的文件格式中加载数字数据。

多列 - 数字：在单个数据行中为选定维的多个维成员加载数字数据。要加载的
成员的定义可以包含在加载文件中的标题记录中，也可以在导入格式定义中。
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从带分隔符的文件格式中加载所有数据类型。

多列 - 所有数据类型：在单个数据行中为选定维的多个维成员加载所有数据类
型。要加载的成员的定义可以包含在加载文件中的标题记录中，也可以在导入
格式定义中。

可以加载支持以下数据类型的数据文件：
•

•

文本

•

日期

•
4.
5.

数字

智能列表

在钻取 URL 中，指定用于穿透钻取的 URL。

从分隔符中，选择用于分隔输出文件中的列的字符。

带分隔符的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记录，这些记录之间使用指定分隔符彼此分隔。

可用选项：
•

逗号 (,)

•

叹号 (!)

•

•
•

竖线 (|)

分号 (;)
冒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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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表符

波形符 (~)

注：

文件编码选项在数据管理的“系统/用户设置”选项中定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
的“文件字符设置”。

6.

从将标题用于列名中，使用箭头键选择标题行或者无标题行，然后单击下一步。

7.

单击下一步。

要指定无标题，请在将标题用于列名中选择 0。

预览文件选项

使用“文件预览”页可以查看要加载的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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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文件列

当带分隔符的文件未定义列名时，或者需要重命名列以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时，可使用
“文件列映射”页面来更改列名。
要编辑文件中的列标题：
1.

2.

3.

在文件导入 - 文件类型编码页上，为基于文件的集成完成了文件映射详细信息之
后，单击下一步。
在文件导入 - 文件列映射页上的预览表中，选择列标题字段，然后根据需要编辑
值。

单击完成。

创建直接集成

对于直接连接到其他 Oracle Cloud Services（现成可用或打包的集成）的客户，定义源
数据、创建将数据转换为所需目标格式的映射规则并执行和管理周期性数据加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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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直接集成：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

“常规”页显示在“创建集成”视图中。

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新直接集成的名称和说明。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位置用于链接源和目标以及关联的成员映射。可以使用不同的选项集和筛选条件在同一位
置定义多个集成。位置主要用于控制对集成的访问。您可以使用“位置安全性”来控制对最
终用户的访问。
如果输入新位置，则必须提供源和目标。保存集成时，数据集成会自动创建位置。
如果选择现有位置，则数据集成会自动填充源和目标值，您无法对其进行更改。

4.
5.

单击

（选择源）。

从选择源页中，选择直接集成源系统。
直接集成的源系统在数据管理中注册，并显示在“选择源”页上，带有

图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
理“数据管理”》 中的“设置源系统”、“注册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源系统”或“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6.

7.

单击

（选择目标）。

对用户可用的目标应用程序在数据管理中注册，其中一些源注册为源，而在另外一些情况
中注册为目标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 中的“注册目标应用程序”。
从选择目标页中，选择目标应用程序。

目标应用程序显示在“选择目标”页上，带有

映射维

8.

单击保存。

图标。

将源数据映射到应用程序中的目标维。此外，还可以使用表达式定义简单的转换规则。

为基于文件的集成映射维时，如果源文件具有标题记录或已在预览部分中定义列标题，则为每
个维选择源列。数据集成会自动确定列号并填充列号。也可以手动输入列号。
对于直接集成，可以从源应用程序中选择维并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维。

对于基于文件的集成源和直接集成源，还可以应用源和目标表达式对源和目标维进行运算。

观看此教程，了解有关映射维和成员的信息：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针对基于文件的
数据集成映射维和成员

创建维映射

要映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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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仅基于文件的源：从类型中，选择文件的格式。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可用选项：
•
•

带分隔符：从带分隔符的文件格式中加载数字数据。

多列 - 数字：在单个数据行中为选定维的多个维成员加载数字数据。要加载的
成员的定义可以包含在加载文件中的标题记录中，也可以在导入格式定义中。

注：

•
•

当从内部部署数据源导入数据或元数据的子集，然后使用 EPM 集成
代理将其直接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时，不能使用多列格式类型。需要将每个金额透视到单个行
中。有关透视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导出目标应用程序选项”。

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从带分隔符的文件格式中加载所有数据类型。

多列 - 所有数据类型：在单个数据行中为选定维的多个维成员加载所有数据类
型。要加载的成员的定义可以包含在加载文件中的标题记录中，也可以在导入
格式定义中。

注：

目前，不支持“固定宽度 - 数字数据”和“固定宽度 - 所有数据类型”。

4.

： 在钻取 URL 中，指定用于穿透钻取的 URL。

注：

不适用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和 Oracle
ERP Cloud GL 数据源。

5.

仅基于文件的源：从分隔符中，选择用于分隔输出文件中的列的字符。

带分隔符的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记录，这些记录之间使用指定分隔符彼此分隔。
可用选项：
•

逗号 (,)

•

叹号 (!)

•

竖线 (|)

•

分号 (;)

•

制表符

•
•

冒号 (:)
波形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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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映射网格中，将源数据加载文件中的源列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维。
来自目标应用程序的维会自动填充。

如果已经为文件定义导入格式，则自动映射源列和目标列。

如果您在添加新的导入格式或者编辑现有导入格式，请完成以下操作：
•
•
•

7.

在列中，指定要导入的文件的字段编号。

在选择源维中，指定要分配到目标应用程序的源维的名称。

相同维的多个源列可以映射到目标维。例如，您可以映射四个“帐户”源列。

添加源或目标表达式：分配一个表达式，对直接来自源或目标的值进行运算。
请参阅“使用源表达式”和“使用目标表达式”。

可选：对于逗号分隔的文件，请单击行右侧的
从而选择在导入格式中映射的其他行。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行，

可用行：
•

源期间
–

年

–

期间编号

–
•
•
•
•

期间

货币
属性
说明
维行
–

帐户

–

实体

–
–

版本
视图

还可以跳过行。
导入定义选项
跳过

说明

“跳过”选项用于指示输入文件中应跳过的行。例
如，不包含数据、包含负数或用于特定帐户的
行。指定跳过行的定义方式与数据行相同，系统
将在输入文件的指定位置中查找与表达式字段中
输入的文本精确匹配的文本项。

数据集成将自动跳过输入文件中金额位置包含“空
格”或“非数字”字符的行，所以仅当输入文件中行
的金额位置存在非金额数据时，才需要指定跳过
规范。例如，输入文件可能包含名为 "date" 的标
签。为跳过行添加一个条目，以指示文本 "date"
的起始列、文本的长度以及要匹配的精确文本。
“跳过行”选项同时适用于固定文件类型和带分隔
符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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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定义选项
属性

说明

最多可以从文件或其他数据源导入 40 个属性字
段。对于文件，指定输入字段的位置；对于其他
数据源，可以从源应用程序指定源维。也可以使
用表达式插入固定值。

属性字段通常用于组成穿透钻取 URL，或者用于
满足历史记录或文档需求。

注：

如果将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源与显式期间映射类型集成，
则系统将在 ATTR2 列中存储映射年份
(SRCYEAR) 和映射期间
(SRCPERIOD)，在 ATTR3 列中存储
年份。因此，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导入数据
时，属性列 ATTR2 和 ATTR3 不应该
用于其他维映射。
类似地，当您将移动源属性映射到任
何目标维时，系统会自动创建另一个
映射，以将移动映射到 ATTR1 列。

说明

货币

可以导入 2 个说明列，并以与属性列相同的方式
加载这些列。您可以指定说明在输入行中的位
置，也可以指定一个明确的值（在映射表中的表
达式字段中输入该值）。
数据集成允许加载的数据使用与所选位置的默认
货币不同的货币。此选项允许用户指定货币在输
入文件中的位置，以便为相关金额字段指定货
币。对于文件导入格式，在每个数据行上指定货
币，或者确保在使用所选导入格式的位置中指定
了货币。

注：

如果未正确指定货币，则加载数据时
可能遇到问题。

源期间

维行

支持“期间”维作为数据文件中的列。如果单个文
件中有多个期间的数据，则可以在加载到目标应
用程序的数据文件的每行中包含年和期间。您可
以将期间作为数据文件中的列来加载，这样做需
要通过导入格式来定义加载定义，然后在执行集
成时选择源期间。
维规范分布在同一行中的多个位置时，数据集成
支持在导入格式中有一个维的多个条目。通过该
功能，您可以为基于文件的数据串联字段。要使
用该选项，请选择维、起始和结束位置以及表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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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可选：要在导入格式中复制某行，请单击要复制的行右侧的
复制。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单击

可选：要从导入格式中删除某行，请单击要删除的行右侧的
删除。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单击

10. 单击保存。

使用目标表达式

导入数据时，您可以对映射的维应用目标表达式。使用目标表达式可以将从源读取的源值转换
为要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的目标维值。这些表达式可以取代成员映射来执行简单的数据转换。
对于使用导入表达式的大型数据集，该转换可提升数据加载性能。
支持的目标表达式类型：
•

复制源值

•

后缀

•
•
•
•
•
•
•
•
•
•
•
•
•

前缀

子字符串
替换

默认值
Rtrim
Ltrim
Rpad
Lpad
常量

舍入
舍入表达式仅适用于“金额”维。
条件
拆分

SQL

注：

除了“舍入”表达式类型外，不能对“金额”维或“属性”、“货币”和“跳过”行应用目标表达
式类型。
要分配目标表达式：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在映射网格中，选择要向其添加目标表达式的目标值，方法是单击维右侧的
择编辑目标表达式。

，然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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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复制源值
前缀

从编辑目标表达式页中，单击表达式类型，然后选择一个目标表达式。

从编辑目标表达式屏幕中，单击表达式类型，然后选择一个目标表达式。
选择与目标表达式关联的所有参数，然后单击确定。
页面上显示的参数取决于表达式类型。
要删除目标表达式类型，请单击

。

使用“复制源”表达式类型可以将源值复制到目标。
参数形式为：copysource()。

使用“前缀”表达式类型可以为字符串添加一个固定前缀。
参数为 prefix。

后缀

子字符串

替换

默认值

例如，要在参数中指定前缀字符串 LE01，可使用结果表达式 prefix("LE01")。
使用“后缀”表达式类型可以为字符串添加一个固定后缀。

参数形式为：suffix("")。例如，要为客户代码维添加后缀 "East"，请指定
suffix("East") 作为表达式。
使用“子字符串”表达式类型可以根据字符串位置（开始位置）和子字符串长度（要提取
的字符数）提取并返回若干字符。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substr(Dimension, position, length)。例如，源 Entity 编
号为 "031010"，若要返回从第二个字符开始且长度为 5 的子字符串，请指定
substr(Entity, 2, 5) 作为表达式。在此示例中，表达式将返回 31010。
使用“替换”表达式类型可以搜索字符串并将其替换为特定的替换值。（替换值可以是字
符串内的字符。）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replace(Dimension, "x","0")。例如，如果帐户号码为
"123x456x"，而您希望将每个 "x" 替换为 "0"，请指定 replace(ACCOUNT , "x","0") 作
为表达式。在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12304560。
使用“默认”表达式类型可以在源为空时分配默认值。如果源不为空，则分配源值。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default(Dimension, "Default Value")。例如，要为用户定
义的 "Version" 维分配默认值 "Working"，请指定 default(UD1, "Working") 作为表达
式。在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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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rim
使用 Rtrim 表达式类型可以去掉字符串（右侧）的尾部字符。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rtrim(Dimension,"0")，需在其中指定维以及要去掉的字符。例如，
源为 "123000"，要去掉所有尾部 "0" 字符，请指定 rtrim(Dimension, "0") 作为表达式。在
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123。

Ltrim
使用 Ltrim 表达式类型可以去掉字符串（左侧）的前导字符。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ltrim(Dimension,"0")，需在其中指定维以及要去掉的字符。例如，
源为 "000123"，要去掉所有前导 "0" 字符，请指定 ltrim(Dimension, "0") 作为表达式。在
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123。

Rpad
使用 Rpad 表达式类型可以使用一组特定的字符填充到字符串右侧，直至字符串达到指定长
度。如果指定的长度值小于表达式长度，Rpad 会将表达式截断为指定长度。未指定填充字符
时，默认使用空格作为填充字符。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rpad(Dimension, length, "characters to pad")。例如，要在帐
户值 1234 的右侧填充若干个零，使其长度达到 6 位，请指定 rpad(Dimension, 6, "0") 作为
表达式。在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123400。

Lpad
使用 Lpad 表达式类型可以使用一组特定的字符填充到字符串左侧，直至字符串达到指定长
度。如果指定的长度值小于表达式长度，Lpad 会将表达式截断为指定长度。未指定填充字符
时，默认使用空格作为填充字符。

常量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lpad(Dimension, length, "characters to pad")。例如，要在帐
户值 1234 的左侧填充若干个零，使其长度达到 5 位，请指定 lpad(Dimension, 5, "0") 作为
表达式。在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01234。
使用“常量”表达式类型可以为列赋一个常量值。目标列始终可以使用常量表达式，不受源列限
制。

参数形式为：constant("")。例如，要为 Product 列中的每行赋值 "P_001"，请指定
constant("P_001")。在该例中，结果将为 P_001。

舍入

使用“舍入”表达式类型将数字舍入到“帐户”维目标表达式中指定的小数长度或精度值。
在舍入表达式中可以指定介于 -12 和 12 之间的精度值。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round(AMOUNT,<decimal_precision>)

在此示例中，舍入表达式 round(AMOUNT,1) 舍入为 1 位小数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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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时的金额值：

结果

10.14

10.1

10.15

10.2

10.18

10.2

在此示例中，舍入表达式 round(AMOUNT,1) 舍入为 0 位小数精度：
在以下情况时的金额值：

结果

10.5

11

10.491

10

10.18

10

舍入精度值可以小于零（例如，-2）。当舍入精度小于零时，会在小数点左侧（而非右
侧）进行舍入。
例如，如果在金额为 574.194 时使用舍入表达式 -2，则结果为 600。
(round(574.193,-2)。

条件

使用“条件”表达式类型可以指定 if-then-else 语句，该语句会在条件为 true 时返回一个
值，而在条件为 false 时返回另一个值。

参数形式为：condition=()。例如，要在帐户值为 "1100" 时返回 "Cash"，在帐户值为
1300-101 时返回 "ShortTermRec"，在帐户值为 1300-102 时返回 "AccruedTax"，在帐
户值为 Null 或等于 "" 时返回 "No Member"，请使用以下表达式：
if (ACCOUNT == "1100") return "Cash"

else if (ACCOUNT == "1300-1else return Liability 01") return
"ShortTermRec"

else if (ACCOUNT == "1300-102") return "AccruedTax"

// if then with or/and
if (ACCOUNT == null or ACCOUNT == "") return "No Member"

拆分

使用“拆分”表达式类型可以根据分隔符拆分源值，并返回拆分后的第 n 个值。此表达式
类型可用于拆分来自字符串的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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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split(Dimension, "delimiter", component number)，需在其中指
定用来分隔字符串的分隔符以及要返回的字符串部分。例如，如果源帐户号码为
110-20-312300-500，您希望查看该字符串的第三个部分，请指定：split(ACCOUNT, "-",
3)。在此示例中，结果将为 312300。

SQL
使用 SQL 表达式类型可分配任意 SQL 表达式，以将其用在值的 SQL INSERT 语句中。要使
用源值，请用 $ $ 将值括起来。例如，如果要引用 UD1，请指定 $UD1$。在源表达式中只能
使用一个源值。

注：

不能使用 $MyAccount$ 这样的维名称。您只能引用导入格式中使用的维，而不能引
用 TDATASEG 表中的任何列。（您可以在数据管理中“目标应用程序”页面上的“数据
表列名称”字段中找到各个维对应的列名称。）
参数形式为：sql("")。例如，要在 UD4 源值为 "031010" 时返回值 "S1"，或在其他情况下返
回值 "S2"，请指定以下 SQL 表达式：sql("CASE WHEN $UD4$ = ’031010’ THEN ‘S1’ ELSE ‘S2’
END")。

toPeriod
使用 toPeriod 目标表达式类型可以基于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期间”维成员。

使用 Java 简单日期格式提供源期间名称的格式。例如，如果源期间为 1 月 20 日，则可以使
用表达式 toPeriod(PERIOD, "MMM-yy", "Mon") 来派生“期间”维名称。

toYear
使用 toYear 目标表达式类型可以基于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年”维成员。

使用 Java 简单日期格式提供源期间名称的格式。例如，如果源期间为 1 月 20 日，则可以使
用表达式 toYear(YEAR, "MMM-yy", "FY+YY") 来派生“年”维名称。

使用源表达式

导入数据时，可以对源维应用源表达式。源表达式可用来增强和转换从文件读取的源值。例
如，使用 Rpad 表达式类型可以向源维值的右侧填充（添加额外字符），以确保达到指定长
度。
对于 "Amount" 源维，可使用以下源表达式类型：

•

填充：请参阅“从欧洲表示法转换为美国表示法（填充）”。

•

符号：请参阅“使用非标准数字符号规范（符号）”。

•

•
•

DRCRSplit：请参阅“显示借项和贷项列 (DRCRSplit)”。

因子：请参阅“乘以整数和小数因子（因子）”。
NZP：请参阅“禁用消零 (NZP)”。

有关对金额维应用源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为金额维使用源表达式”。

对于非金额源维，可以使用以下源表达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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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缀

•

子字符串

•
•
•
•

后缀
替换

默认值
Rtrim

•

Ltrim

•

Lpad

•
•
•
•

Rpad
常量
条件
拆分

要分配源表达式：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仅限基于文件的源。可选：在类型中，选择文件的格式。

4.
5.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有关文件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维映射”。

在映射网格中，选择要对其添加源表达式的源值，方法是单击维右侧的
选择编辑源表达式。

，然后

从编辑源表达式屏幕中，单击表达式类型，然后选择一个源表达式。

注：

可对金额维应用的源表达式类型包括：填充、DRCRSplit、符号、因子和
NZP。还可以向金额维应用多个源表达式。金额维不接受常量、Lpad 和
Rpad 表达式类型。

6.

从编辑源表达式屏幕中，选择与源表达式关联的所有参数，然后单击确定。
页面上显示的参数取决于表达式类型。
要删除源表达式类型，请单击

为金额维使用源表达式

。

对于 "Amount" 源维，可使用以下源表达式类型：
•

•

•

提取 - 请参阅“从欧洲表示法转换为美国表示法（填充）”。

DRCRSplit - 请参阅“显示借项和贷项列 (DRCRSplit)”。
符号 - 请参阅“使用非标准数字符号规范（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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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子 - 请参阅“乘以整数和小数因子（因子）”。

NZP - 请参阅“禁用消零 (NZP)”。

有关应用源表达式类型的信息，请参阅“使用源表达式”。

从欧洲表示法转换为美国表示法（填充）

使用“填充”表达式类型可以为金额维填充一个关键字以转换数字格式。通常，填充表示式可结
合参数 fill=EuroToUS 使用，以触发从 (.,) 到 (,.) 格式的数字格式转换。
参数形式为：fill=。例如，指定 fill=EuroToUS 可将 10.000,00 转换为 10,000.00。

使用非标准数字符号规范（符号）

使用“符号”表达式类型可以管理非标准数字符号规范。带前导和尾部减号的数字以及括号内的
数字解释为负数。您也可以使用其他前导和尾部字符表示负数。
括在 <> 中的数字也作为负数处理。例如，如果指定了 (100.00) 和 <100.00>，则这两个数都
会作为负数处理。

如果正数不带符号 (1,000.00)，负数后跟 CR (1,000.00CR)，则表达式为 Sign=,CR。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Sign=[Positive String],[Negative String]。例如，如果正值后
跟 DR (1,000.00DR)，负值后跟 CR (1,000.00CR)，请指定：Sign=DR,CR。

乘以整数和小数因子（因子）

使用“因子”表达式类型可以对源文件金额乘以一个用户定义的值。使用此类表达式可以按任何
数值因子缩放文件中的数据。使用此表达式，您可以将数据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Factor=，需在其中指定将与数据相乘的用户定义的整数或小数。例
如，使用 Factor=1000 可以将金额 12500 转换为 12500000。

显示借项和贷项列 (DRCRSplit)

使用 DRCRSplit 表达式类型可以为固定格式的文本文件解析拆分的数值列。默认情况下，金额
字段中的数字值被视为借项。但是您可以将借项值放在左边，将贷项值放在右边。

要使用此表达式，请指定借项开始位置（例如列 56）以及该列到借项列结尾的长度（例如 40
个字符）。这时中点可能是 20，即左侧 20 个数字为借项，右侧数字为贷项。

请按如下格式使用参数：drcrsplit=Mid Point of the DR and CR columns。例如，使用表
达式 drcrsplit=16 可指定中点 (16) 左侧数字为借项，中点 (16) 右侧金额为贷项。

导入文件时，将负号分配给贷项金额（因此将其视为正值），而借项金额保持不变（因此将其
视为负值）。

禁用消零 (NZP)

NZP 表达式用于在数据加载过程中禁用消零功能。默认情况下，数据管理会忽视试算平衡表中
余额为零的帐户。在特定情况下，您可能希望加载所有帐户，以确保替换本来为零的值。在“金
额”字段的“表达式”列中输入 NZP，即可禁用消零功能。
参数为 N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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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查找维

可以为目标应用程序创建查找维并为其分配数据列，这些查找维用于映射和引用。

可以在目标应用程序中没有对应维的数据集成中添加查找维。当您需要添加确定另一列
转换方式的内容时，这些类型的维非常有用。它们可以与成员映射功能一起使用，以交
叉引用多个源段和科目字段并分配目标值。
要添加查找维：
1.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 应用程序右侧的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2.

选择维选项卡。

3.

单击添加 (

4.

在维名称中，输入查找维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然后从目标维类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维类名。

LOOKUP 维条目即会添加到目标维类下拉列表中。

查找维将添加到维详细信息列表中，且目标维的类名为 "LOOKUP"。要将查找维用
作源维，请确保以导入格式对其进行映射。

添加 Account Reconciliation 合并余额维

在加载数据时，Account Reconciliation 客户可以只合并更改的余额，并保留同一位置的
现有数据。通过此选项，如果自上次数据加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中后仅少量余
额发生更改，将不需要运行整个数据文件加载。该过程要求客户为要加载到目标应用程
序的每个新余额设置合并 ID 维。所有组成配置文件段的单个维以及货币都应映射到合
并 ID。

注：

为了确保结果从 Account Reconciliation 正确回钻到数据集成，需要为每个要
加载的新余额添加一个新合并 ID。
要映射合并余额维：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合并余额要添加到的集成右侧的

从“映射维”中，选择与集成关联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然后选择映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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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3.

4.

5.
6.
7.
8.
9.

依次单击

和添加合并 ID。

此时将添加源类型为合并 ID 的空白源维行。

从选择源维下拉列表中，将组成配置文件段的所有单个维以及货币映射到合并 ID。

例如，如果“帐户”和“公司”组成配置文件段，则添加“合并 ID”行 3 次，然后在这 3 行中为
“帐户合计”、“公司”以及“货币”映射合并 ID。

单击保存。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选择集成，然后单击

在运行集成页上，选择选项选项卡。

。

从导入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合并。

从导出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导出。

10. 根据需要选择期间。
11. 单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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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成员

通过映射成员，您可以将源值转换为每个目标维中的有效成员。如果已定义目标表达式
来为给定维派生目标成员，则不必定义成员映射。如果使用条件目标表达式，则可以为
条件未涵盖的剩余源值定义成员映射。如果可以使用目标表达式实现数据转换，则强烈
建议使用目标表达式，而不是映射成员。对于大型数据集，使用目标表达式的转换性能
明显优于成员映射。
可以使用父位置跨多个集成共享映射。每个维的映射都按默认顺序处理：帐户、实体、
ICP、UD1、UD2，以此类推。可以通过更改应用程序定义中的计算顺序来覆盖映射顺
序。

添加成员映射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射。优先顺序为
“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

要添加成员映射：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2.

如果希望共享来自另一集成的映射，请选择位置引用。

3.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4.

如果要为当前集成定义映射，则需要提供“位置”引用。
单击

可添加新成员映射。

如果需要，您还可以仅编辑现有映射，而不添加新映射，方法是选择一个映射并单
击编辑图标

5.

。

在添加成员映射中选择源，然后从映射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成员映射类型，接着指
定源值。
成员映射的类型：
映射的类型

说明

另请参阅

使用目标值完全匹配并替换源 使用显式映射
值。
显式映射是一对一映射，例
如，源值 "ABC" 替换为目标
值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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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的类型

说明

另请参阅

使用单个目标值替换连续范围 使用 Between 映射
的源值。

例如，介于 "001" 到 "010"
的范围将替换为一个值。

在另一个示例中，您需要将帐
户 300000 到 3001999 映射
到“留存收益”，但帐户
310000 可能是资本摊缴或资
本股息。

列出要映射到一个目标值的非 使用 In 映射
顺序（非连续）源值。
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值会映射
到同一个映射中的一个值，因
而无需创建多个规则（显式映
射需要这样做）。

例如，可以将源帐户 1503、
1510 和 1515 映射到目标帐
户 15000010。

使用特殊字符匹配源值中的字 使用 Like 映射
符串并将其映射到目标值。
Like 映射使用通配符：星号
(*) 和问号 (?)。星号是表示任
意数量字符的占位符。

例如，1190* 将帐户 1190、
1190100 和 1190-200 映射到
“现金”目标帐户。
问号是表示一个字符的占位
符。例如，源帐户 119? 仅映
射到包含四个字符且以 119
开头的源帐户。

通过多维映射，可为源列值的 使用多维映射
特定组合分配目标值。
借助该功能，可以将数据加载
到目标应用程序中没有的维。
例如，帐户维的映射可以基于
实体、产品和项目的源值。
此外，可以选择在目标应用程
序注册中添加的查找维。这些
维包含目标应用程序中不存在
的源维。它们在创建多维筛选
器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这是一种用于简化条件性数据
加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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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
射。优先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在 "Between"
和 "Like" 类型中，映射可以重叠。

6.

在目标中，输入维成员名称的目标值。

可以输入单个成员作为目标，也可以通过单击

7.

8.
9.

在处理顺序中，指定映射的顺序。

来使用成员选择器选择一个值。

处理顺序确定一个映射类型内的优先级别。在一个映射类型内，将按照名称的字母
顺序来处理映射。编号也可用于帮助排序。例如，如果编号为整十或整百，则可以
在现有的值之间插入新值。当映射的编号为 10、20 和 30 时，可以添加以 25 开头
的映射，并且无需重命名其他映射。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指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该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户带有
负号。在 EPM 应用程序中，正数通常加载为贷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项。因
此，您可以反转符号。

10. 单击确定。

（可选）您可以编辑成员映射，方法是选择映射并单击
您可以删除成员映射，方法是选择映射并单击

。

。

使用显式映射

要使用显式成员映射：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单击

可添加新成员映射。

7-22

第7章

映射成员
您还可以只根据需要编辑现有映射而不添加新映射。
5.

在源中，从映射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

，然后指定源值。

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射。优先
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

6.
7.
8.

9.

在目标中，输入维成员名称的目标值。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指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该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户带有负号。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中，正数通常加载为贷
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项。因此，您可以反转符号。

单击保存。

使用 Between 映射

要使用 Between 成员映射：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单击

可添加新成员映射。

您还可以根据需要编辑现有映射而不添加新映射。
在源中，从映射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

，然后指定源值。

请使用逗号分隔源值，例如，指定： 100,199。"Between" 映射不支持特殊字符，例如星
号。

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射。优先
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

6.
7.

8.
9.

在目标中，输入维成员名称的目标值。
在处理顺序中，指定映射的顺序。

处理顺序确定一个映射类型内的优先级别。在一个映射类型内，将按照名称的字母顺序来
处理映射。编号也可用于帮助排序。例如，如果使用“编号”进行处理，请注意处理顺序为
字母数字排序顺序。如果顺序为 10、20、30、100，则处理顺序将为 10、100、20、30。
使用编号作为处理顺序时，需对所有映射使用相同的位数。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指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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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符号”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
户带有负号。在 EPM 应用程序中，正数通常加载为贷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
项。因此，您可以反转符号。

10. 单击保存。

使用 In 映射

要使用 "In" 成员映射：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单击

可添加新成员映射。

您还可以只根据需要编辑现有映射而不添加新映射。
在源中，从映射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

，然后指定源值。

请使用逗号分隔源值，例如，指定： 100,199。"Between" 映射不支持特殊字符，
例如星号。

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
射。优先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

6.
7.

8.
9.

在目标中，输入维成员名称的目标值。
在处理顺序中，指定映射的顺序。

处理顺序确定一个映射类型内的优先级别。在一个映射类型内，将按照名称的字母
顺序来处理映射。编号也可用于帮助排序。例如，如果使用“编号”进行处理，请注
意处理顺序为字母数字排序顺序。如果顺序为 10、20、30、100，则处理顺序将为
10、100、20、30。使用编号作为处理顺序时，需对所有映射使用相同的位数。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指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更改符号”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
户带有负号。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中，
正数通常加载为贷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项。因此，您可以反转符号。

10. 单击保存。

使用 Like 映射

要使用 Like 成员映射：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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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可添加新成员映射。

4.

在源中，从映射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

您还可以只根据需要编辑现有映射而不添加新映射。
，然后指定源值。

为 Like 映射指定源值时，可以使用特殊字符作为参数。请参阅“在 Like 映射的源值表达式
中使用特殊字符”。

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射。优先
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

5.
6.

7.
8.

9.

在目标中，输入维成员名称的目标值。

在处理顺序中，指定映射的顺序。

处理顺序确定一个映射类型内的优先级别。在一个映射类型内，将按照名称的字母顺序来
处理映射。编号也可用于帮助排序。例如，如果使用“编号”进行处理，请注意处理顺序为
字母数字排序顺序。如果顺序为 10、20、30、100，则处理顺序将为 10、100、20、30。
使用编号作为处理顺序时，需对所有映射使用相同的位数。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指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更改符号”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户带有
负号。在 EPM 应用程序中，正数通常加载为贷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项。因此，您可
以反转符号。

单击保存。

在 Like 映射的源值表达式中使用特殊字符

源值和目标值表达式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特殊字符。只有 "Like" 映射支持特殊字符。
•

星号 (*)

•

问号 (?)

•

星号 (*) 表示源值。星号 (*) 的前后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字符，这样便可根据该前缀或后缀
对源值进行筛选。该通配符提取源中提供的任何内容，并将其放入目标列中，通常添加一
个前缀。
问号 (?) 从源值中去除单个字符。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一个或多个问号 (?)。还可以将问号
与其他表达式组合使用。例如，A?? 查找以 A 开头且后面跟着两个任意字符的成员，并选
择这些成员或去除这两个字符。
<1>、<2>、<3>、<4>、<5>

对具有串联值的行进行处理并提取相应的值。源成员必须使用 "_" 字符作为分隔符。

注：

<1>、<2>、<3>、<4>、<5> 可以与问号 (?) 一起使用，但是不能与星号 (*) 一起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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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K>

只处理包含空白字符（空格）的行。

系统仅将源成员是 ' ' 的表达式读取为 <BLANK>。在这种情况下，用单引号将单个
空白字符括起来。如果源具有 NULL（即，显示为 ,, 或由 " " 括起的空格），则不
将 NULL 解释为 <BLANK>。只会解释 ‘<space char> 表达式。

注：

可以在源和目标表达式中使用 <BLANK> 表示法。如果在目标表达式中使
用，则会向目标中写入空格。
表 7-1

使用特殊字符的表达式示例

使用的特殊字符
*

映射类型
数据加载

源值
*

目标值
1000

结果

1000 返回 1000
WXYZ 返回 1000

说明

在此示例中，处理
所有的行，并使用
默认值 1000 覆盖
源值。
在表达式中，

WXYZ 还会返回
1000。因为您输

入了一个星号作为
源值，因此将使用
目标值 1000 替换
任意源值。

*

数据加载

*

*

1000 返回 1000

*

去除

*

A*

101 返回 A101

*

去除

*_DUP

*

1000_DUP 返回
1000

?

去除

?*

*

A1000 返回 1000 此结果只处理长度

?

去除

*????

*

1000_DUP 返回
1000

WXYZ 返回 WXYZ

<1>, <2>, <3>,
<4>, <5>
<1>, <2>, <3>,
<4>, <5>

处理所有源成员，
并添加 "A" 作为前
缀。

只处理以 "_DUP"
结尾的源值并将
"_DUP" 去除。

为一个或更多字符

B2000 返回 2000 的源值。

A1000 返回 A

<1>, <2>, <3>,
<4>, <5>

在此示例中，将处
理所有的行，并按
原样替换源值。

数据加载

<1>

*

01_420 返回 01

数据加载

<2>

*

01_420 返回 420

数据加载

<3>

*

去除第一个字符

此结果只处理长度
为四个或更多字符
的源值。
去除最后 4 个字
符

01_420_AB_CC1
_001 返回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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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续） 使用特殊字符的表达式示例

使用的特殊字符

映射类型

源值

目标值
*

A01_420 返回 01

<BLANK>

数据加载

<BLANK>

[None]

' ' 返回 [None] 显示单引号只是为

<1>, <2>, <3>,
<4>, <5>

去除

?<1>

结果

'01_ ' 返回
[None]

说明

了更好地进行说
明。

在目标值表达式中使用特殊字符

只能在目标表达式中使用星号 (*)，并且您可以在星号 (*) 字符之前或之后添加任意数目的字
符。运行集成时，星号 (*) 将被替换为生成的源值（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其自己的源表达
式）。它将被串联到您在目标表达式中指定的任何前缀或后缀。
例如：

目标值：
A*
结果：
1000 = A1000
目标值：
*_DUP
结果：
1000 = 1000_DUP

使用多维映射

使用多维映射时，源需要少于等于 75 个字符。
要添加多维映射：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

。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添加成员映射屏幕的源中，选择是多维。

单击维并选择源列值的维。

单击“成员映射类型”图标以选择用于映射源列值的方法。
可用类型包括：
•

显式

•

Like

•
•

Betwe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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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

有关这些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成员映射”。
6.
7.
8.

在输入框中，指定源值字符串。
单击

以向多维条件添加新成员映射类型。

在目标中，输入要为其定义映射的目标维成员。
您还可以单击“选择成员”屏幕上的
。

多维映射的目标值必须为显式成员名称。不支持通配符或特殊字符。

9.

在处理顺序中，指定映射的处理顺序。

此顺序可以是字母或数字顺序。如果指定字母顺序，将在映射类型内按照名称的字
母顺序来处理映射。

您可以使用集成名称按照字母顺序处理映射，以在映射类型内按照名称的字母顺序
来处理映射。编号也可用于帮助排序。例如，如果编号为整十或整百，则可以在现
有的集成之间插入新集成。例如，如果集成编号为 10、20 和 30，则添加一个以 25
开头的集成，从而无需重命名其他集成。

注：

为进行转换而对源值进行处理时，可能会向一个特定的源值应用多个映
射。优先顺序为“显式”、"Between"、"In"、“多维”和 "Like"。在 "Between"
和 "Like" 类型中，映射可以重叠。

10. 在说明中，输入对映射的说明。

11. 选择更改符号可反转选定目标帐户的符号。

“更改符号”选项通常用于总帐源数据，其中试算平衡表中的“收入”和“负债/权益”源帐
户带有负号。在 EPM 应用程序中，正数通常加载为贷项，所有负数均加载为借
项。因此，您可以反转符号。

12. 在应用于中，选择要应用选定映射的集成。

默认情况下，在一个位置指定的映射适用于与该位置关联的所有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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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保存。

在多维映射中使用特殊字符

源值和目标值表达式可以使用特殊字符。这些字符（通常为 ? 和 *）的前后可以添加一个或多
个字符，这样便可根据该前缀或后缀对源值进行筛选。
特殊字符包括：
•

•

星号 (*) - 星号 (*) 表示源值。星号 (*) 的前后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字符，这样便可根据该前
缀或后缀对源值进行筛选。该通配符或脚本（用于回写的数据加载）提取源中出现的任何
内容，并将其放入目标列中，通常添加一个前缀。星号 (*) 表示源值。星号 (*) 的前后可以
添加一个或多个字符，这样便可根据该前缀或后缀对源值进行筛选。该通配符提取源中提
供的任何内容，并将其放入目标列中，通常添加一个前缀。
问号 (?) - 问号 (?) 从源值中去除单个字符。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一个或多个问号 (?)。还
可以将问号与其他表达式组合使用。例如：A?? 查找以 A 开头且后面跟着两个任意字符的
成员，并选择这些成员或去除这两个字符。

对于多个维，源维是结转的值，仅对其应用通配符。维可以出现在多维规则中并使用通配符。
前缀/后缀仅应用于源，这与目标维（规则所在的维）相同。

格式化目标值的掩码映射

使用格式掩码，根据源成员详细信息以及可选的用户定义文本的组合，定义目标成员。例如，
使用格式掩码可根据源成员的某一部分、目标的其他前缀、后缀或替换文本指定目标成员。
格式掩码适用于除“显式”以外的所有映射类型的目标成员规范。此映射类型的常见用法分为三
种类别：替换源中的段，通过字符串运算替换段，以及使用前缀或后缀通过字符串运算替换
段。

#FORMAT 映射类型组件

#FORMAT 映射类型包括下列组件：

表 7-2
组件

#FORMAT 映射类型组件

#FORMAT

说明

表示在目标成员中指定 FORMAT 映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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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续） #FORMAT 映射类型组件

组件

说明

在用户定义的格式掩码中使用下列字符来定义格
式：
•
"?" - 包括来自源成员或成员的段中特定位置的
一个字符。
•
"#" - 在创建目标成员时，从源中跳过或去除一
个字符。
•
"character" -“按原样”在目标中包括用户定义
的字符。用于附加前缀、后缀或任何固定字符
串或必填字符。这可以与特殊格式掩码字符结
合使用。
•
"*" - 包括源段或源中的所有字符。将 "*" 用作
段中的唯一格式掩码字符时，会从源复制整个
段的值。

<格式掩码>

将 "*" 与 "#" 或 "?" 字符结合使用时，可获得
所有剩余的未使用字符。

"*" 是一个通配符，可采用 "?" 或 "#" 未指定的
剩余字符。例如，当源为 "abcd" 且使用了 "*"
时，目标即为 "abcd"。当目标为 "?#*," 时，结
果为 "acd"。

如果系统在一个段内遇到 "*"，则在 "*" 之后指
定的任何内容都会被忽略（在格式中指定的
"character" 除外）。

可选的段分隔符定义用于分隔源成员和目标成员中
的段的字符。对于此集成类型，源和目标分隔符必
须相同。未指定段分隔符时，格式掩码将应用到整
个成员，而不管任何段规范或分隔符如何。

<段分隔符>

#FORMAT 映射示例

下面是使用 #FORMAT 提供的所有选项的示例：

表 7-3
源

#Format 映射类型示例

12345-6789-012-3456ABC-001

目标

结果

#FORMAT("???-*-GROUP-AA##?
123-6789-GROUP-5ABCX-GROUP
#*X-GROUP","-")
说明：采用第一段的前三个字符，采
用整个第二段，将第三段替换为文本
"GROUP"，为第四段添加前缀 AA，
删除第三个和第四个字符，保留第五
个字符，删除第六个字符，保留 ABC
和后缀 "X"，将第五段替换为文本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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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段

您可以使用源成员的格式作为目标成员的定义，但替换某些源段，而不是重用源中的值。例
如，您可能希望按第四段的值筛选源，将第七段替换为显式值，然后保留其他段的值，如下所
示：
源：

??????-??????-?-012000000-??????-???-???????-??????-??????-??????-???
目标：
??????-??????-?-012000000-??????-???-GROUP-??????-??????-??????-???

通过字符串运算替换段

您可以对要替换的段执行字符串运算。例如，您有一个值为 11002293，但在编写段时您只想
取后四位或前六位。使用成员 11002293 的示例：
•

忽略前两个字符所得的结果：002293。使用 #FORMAT("##*")。

•

忽略前两个字符并截断最后三个字符所得的结果：002。使用 #FORMAT("##???")。

•

截断最后三个字符所得的结果：11002。使用 #FORMAT("?????")。

通过字符串运算以及前缀或后缀来替换段

选择成员

可以在目标中的相应段中按原样使用源中的段值。例如，如果源为 A100 并且您可以将此值映
射为目标中的值，则可以将此值映射为目标中的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源使用通配符，然
后在目标中根据源指定该段的显式值。

使用“选择成员”页可查看并选择具有某个维的成员。
要选择成员：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2.

单击编辑。

3.

在目标中，单击

4.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

在选择成员页中，执行以下任务：

a.

b.

c.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目标系统的规划类型。

多维数据集确定可用维的结构。

可选：在搜索成员中，输入搜索条件（仅成员名称或别名），然后单击输入。

搜索不区分大小写。可搜索一个词、多个词或通配符字符。

左侧的第二个窗格显示可用父维的第一级。通过在窗格中单击要映射的每个成员旁边
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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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选定维中向下钻取到成员并在第三个窗格中显示结果，请单击
d.

左侧的第三个窗格是在步骤 b 中选择的维的成员或同级。通过单击要映射的每
个成员旁边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要向下钻取到选定维的成员并在第四个窗格中显示结果，请单击

e.

。

。

左侧的第四个窗格是在步骤 c 中针对选定成员/同级显示的成员（叶级别）结
果。通过单击要映射的每个成员旁边的复选框进行选择。

显示对号的选定维/成员将移动到选定项窗格中。

要清除所做的选择，请从选定项窗格中选择维/成员，然后从
选择删除或全部删除。

5.

筛选成员

下拉列表中

单击确定。

您可以应用筛选器来查看特定成员。使用“包含”或“等于”操作数和特定值，根据一个或多
个维创建筛选条件。
要应用成员筛选器：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添加筛选器。

选择将筛选器应用于源、目标或处理顺序值。

从操作数下拉列表中，选择用于筛选器的操作数和值。
可用的操作数有：
•

•

5.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包含 - 返回的值包含“值”字段中的字符串字符。

等于 - 返回的值等于“值”字段中的字符串字符。

在值中，指定要用于筛选器的特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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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成员映射

可以从选定的 CSV 和 TXT 文件导入当前维或所有成员映射，然后可以创建映射。导入成员映
射支持合并或替换模式，可以验证也可以不验证目标成员的选项。
要导入成员映射：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基于文件的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从操作下拉列表的导入中，选择当前维。

要导入所有维，请选择所有维。

5.

从导入成员映射的文件名中，指定要从中导入成员映射的文件的名称。

6.

在导入模式中，选择导入模式：
•
•

合并 - 更新现有映射。现有映射根据“源”值、“处理顺序”和“集成名称”（如果指定）进
行标识。如果映射不存在，将创建一个新映射。
替换 - 删除现有映射并从文件创建新映射。

7.

在验证中，选择对成员映射进行验证。

8.

在执行模式中，选择用于执行导入的模式：

验证操作可确保已导入的总帐中的所有数据均具有对应的映射。

•
•

9.

联机 - 立即处理导入。

脱机 - 在后台运行导入。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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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Excel 映射

您可以选择“导入”选项并选择 Excel 映射来导入 Excel 映射。
要导入 Excel 映射：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操作下拉列表的导入中，选择从 Excel 导入。

从导入成员映射的文件名中，指定要从中导入成员映射的 Excel .XLS 文件的名称。
还可以单击

并导航到 .XLS 文件。

4.

从导入成员映射的文件名中，指定要从中导入成员映射的文件的名称。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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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导入模式中，选择导入模式：
•

•

合并 - 使用数据加载文件中的数据覆盖应用程序中的数据。

替换 - 清除数据加载文件中的维的值，并将其替换为现有文件中的值。

7.

在验证中，选择对成员映射进行验证。

8.

在执行模式中，选择用于执行导入的模式：

验证操作可确保已导入的总帐中的所有数据均具有对应的映射。
•

•

9.

联机 - 立即处理导入。

脱机 - 在后台运行导入。

单击确定。

下载 Excel 模板（映射模板）

下载并使用 Maploader 模板从 Excel 上传映射表，而不是通过数据集成或数据管理进行输入。
使用此功能可以从 Excel 映射中选择和导入成员，从而映射成员。您可以合并或替换映射。这
不会更新映射，只是将新条目添加到数据库中。EPM_ORACLE_HOME/products/
FinancialDataQuality/templates 目录中包含了具有正确格式设置的 Excel 映射模板。
映射模板还包括一个宏脚本，它会直接从您连接的目标应用程序拉取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维。

您必须将 Excel 模板上传到 数据管理服务器，然后在运行集成时选择 Excel 文件作为要加载的
文件，如果文件名留空，则在系统提示时选择该文件。系统会确定要处理的文件是否为 Excel
文件，然后读取所需的格式设置来加载该文件。
使用 Excel 格式的映射模板时：
•

请勿在映射模板中包括任何空行。

•

每个模板支持一个维。

•

您可以在模板中插入行，但必须使新行位于指定的区域。

要下载 Excel 模板：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2.

从“映射成员”页下拉列表中，依次选择操作、导入和下载 Excel 模板。

3.

打开 MaploaderTemplate.xls 或将其保存到硬盘上。

4.
5.
6.
7.

此时将显示正在打开 MapLoaderTemplate.xls 页。
打开 MaploaderTemplate.xls。
选择映射选项卡。

在单元格 B1 中输入位置，在单元格 B2 中输入 位置 ID，然后从单元格 B3 的维下拉列表
中选择维。
填写以下列字段：

a.

在源中，输入源维值。

可以在输入源维时指定通配符和范围。
•

表示任意数量字符的通配符 - 使用星号 (*) 表示任意数量的字符。例如，输入 548*
或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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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单字符占位符的通配符 - 使用问号 (?) 表示单字符占位符。例如，

–

548??98

–

??81*

–
•

??82???

范围 - 使用逗号 (,) 表示范围（不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指定范围
10000,19999。
（此范围将评估 10000 到 19999 之间的所有值且包括两端的值。）

•
•

b.
c.
d.
e.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管理将考虑 10000 到 19999 之间的所有值且包括两端
的值。
In 映射 - 使用逗号 (,) 分隔条目（不允许使用通配符）。必须至少有三个条
目，否则映射将显示为 Between 映射。例如，指定 "In" 映射 10,20,30。

多维映射 - 使用 #MULTIDIM 指示多维映射。输入 DIMENSION NAME=[VALUE]
和值。值遵循通配符、范围和 In 映射的逻辑。在以下示例中，搜索条件为
所有以 77 开头且 UD1 为 240 的帐户。例如，#MULTIDIM ACCOUNT=[77*]
AND UD1=[240]。

在源说明中，输入对源值的说明。
在目标中，输入目标维值。

在更改符号中，输入 True 可更改“帐户”维的符号。输入 False 则保留“帐户”维
的符号。仅在映射“帐户”维时才会使用该设置。

在规则名称中，输入映射应用于特定数据规则名称时的集成名称。

注：

如果添加显式映射，则规则名称必须等于源值。

8.

单击保存。

恢复成员映射

恢复成员映射会删除在当前会话中创建的映射，然后根据视点恢复映射。
只能从 POV 的最后一次数据加载恢复成员映射。

要恢复成员映射：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映射成员”页下拉列表中，依次选择操作和恢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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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恢复映射确认页上，单击确定。

导出成员映射

您可以将成员映射导出到选定的文件或 Excel 文件中。

导出当前维或所有维映射

要导出当前维或所有维的成员映射：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从导出下拉列表中选择当前维或所有维。

5.

从指定文件位置中，指定要将映射导出到的文件名称。

6.

单击导出。

7.

可选：单击上传并导航到要导出的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将映射导出到 Excel

导出到 Excel 后，您无法以该格式重新导入。

要将成员映射导出到 Excel：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成员。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为其编辑或添加成员映射的维。
从操作下拉列表的导出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出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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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出到 Excel 方法，会将映射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中。电子表格使
用位置名称作为电子表格的名称。
4.
5.
6.
7.
8.

打开 XLS 文件或将其保存到硬盘。

打开电子表格。

选择映射选项卡。

在单元格 B1 中输入位置，在单元格 B2 中输入 位置 ID，然后从单元格 B3 的维下
拉列表中选择维。
填写以下列字段：

a.

在源中，输入源维值。

可以在输入源维时指定通配符和范围。
•
•

表示任意数量字符的通配符 - 使用星号 (*) 表示任意数量的字符。例如，输
入 548* 或 *87.8。
表示单字符占位符的通配符 - 使用问号 (?) 表示单字符占位符。例如，

–

548??98

–

??81*

–
•

??82???

范围 - 使用逗号 (,) 表示范围（不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指定范围
10000,19999。
（此范围将评估 10000 到 19999 之间的所有值且包括两端的值。）

•
•

b.
c.
d.
e.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管理将考虑 10000 到 19999 之间的所有值且包括两端
的值。
In 映射 - 使用逗号 (,) 分隔条目（不允许使用通配符）。必须至少有三个条
目，否则映射将显示为 Between 映射。例如，指定 "In" 映射 10,20,30。

多维映射 - 使用 #MULTIDIM 指示多维映射。输入 DIMENSION NAME=[VALUE]
和值。值遵循通配符、范围和 In 映射的逻辑。在以下示例中，搜索条件为
所有以 77 开头且 UD1 为 240 的帐户。例如，#MULTIDIM ACCOUNT=[77*]
AND UD1=[240]。

在源说明中，输入对源值的说明。

在目标中，输入目标维值。

在更改符号中，输入 True 可更改“帐户”维的符号。输入 False 则保留“帐户”维
的符号。仅在映射“帐户”维时才会使用该设置。

在规则名称中，输入映射应用于特定数据规则名称时的集成名称。

注：

如果添加显式映射，则规则名称必须等于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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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导出。

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使用“选项”可定义期间处理的常规选项、用于导入数据的筛选器，以及在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
时如何处理数据的选项。

在常规选项部分中，指定要加载数据的“类别”以及用于确定源期间的“期间”映射类型。对于基于
文件的集成，还可以使用选项来指定默认文件夹和文件名。

在目标选项部分中，可以选择特定方法来定义向目标中加载数据的方式、批处理大小，启用钻
取区域创建和其他处理选项（具体取决于应用程序类型）。

对于直接集成，可以指定筛选器以从源提取数据。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和总帐应用程序筛选器是使用维和成员筛选器根据数据切片指定
的。对于其他数据源，可以为每个筛选器参数指定源筛选器。

定义基于文件的选项

对于基于文件的集成，可以指定文件名和用于存储文件的收件箱文件夹。使用文件可以将数据
加载到单个期间或多个期间。有多种方法可以将数据加载到多个期间。一种方法是使用具有多
个列的单个文件，每一列均可通过标题记录或期间映射来映射到期间。该选项是为每个期间使
用单个文件。要在每个期间使用一个文件，可以使用特定的文件名格式来标识期间。
与文件关联的类别和期间设置可能使用预定义的值。这些设置可以会限制编辑选定项时可用的
选项。

观看此教程，了解有关设置基于文件的数据集成选项的信息：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
设置基于文件的数据集成选项并运行集成。
要选择基于文件的选项：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基于文件的集成右侧的

从文件名中，选择源系统文件的名称。

，然后选择选项。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选择的文件名默认显示在“文件名”字段中。

当只提供文件名时，必须在“运行集成”页中输入有关单个期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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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载多个期间，请为每个期间创建一个文件，并将期间名称或期间键附加到文件
名。为一系列期间执行集成时，系统将为每个期间构建文件名，并将其上传到相应
的 POV。
3.
4.

在目录中，指定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要将数据加载到多个期间，请从文件名后缀中选择：期间名称或期间键。

会在文件名中附加一个后缀，系统会在添加该后缀之后添加文件扩展名。如果您将
文件名保留为空，则系统会查找带有后缀的文件。如果提供了文件名后缀类型，则
在这种情况下文件名为可选的，在“运行集成”页中并非必需。
如果文件名后缀类型为期间键，则文件名中必须有后缀指示符和期间日期格式（根
据后缀设置），并且必须能验证为有效日期格式。
例如，指定：
a.

1_Jan-2018.txt

b.

1_Feb-2018.txt

c.

1_Mar-2018.txt

在这种情况下，当您运行集成时，请在文件名字段中输入 1_.txt，并为后缀指示符
选择期间名称。然后针对一月至三月期间运行集成。
5.
6.

7.
8.

在期间键日期格式中，以 JAVA 日期格式 (SimpleDateFormat) 指定附加到文件名的
期间键的数据格式。

从类别中，选择类别。

列出的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如“实际”。请参阅“定义类别映射”。
从多维数据集中，指定要加载数据的规划类型

单击保存。

定义直接集成选项

使用直接集成时，可以指定特定于直接集成源和目标系统的参数。例如，对于 Planning
源系统，您可以选择多维数据集和期间映射类型。
要选择直接集成选项：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直接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选项。

依次打开常规选项和类别，然后选择一个类别。

列出的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如“实际”。请参阅“定义类别映射”。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目标系统的规划类型。

多维数据集在数据管理中分配。您可以将自定义多维数据集注册为单独的应用程
序，可注册的自定义多维数据集应用程序数无任何限制。

注：

在“替换”模式下针对 ASO 多维数据集运行集成时，如果方案成员为共享成
员，则将仅执行数字数据加载。请确保使用全限定名称（包括完整层次）
指定成员名称。当方案成员为共享成员时，“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将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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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期间映射类型中，选择期间的映射类型。

可用选项：
•
•

5.
6.

7.

默认 - 该集成使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期间键和上一期间键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
每个数据管理期间的源总帐期间。

显式 - 该集成使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显式期间映射来确定映射到每个期间的源总帐期
间。通过显式期间映射，可以支持未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定义期间的其他总帐数据
源。

从日历中，选择源系统日历。

在集成选项 1-4 中，指定自由形式文本或值。

在业务规则中指定运行时参数时，可以使用在“集成选项 1”到“集成选项 4”字段中指定的任
何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业务规则”。
（仅限 Planning）在 数据提取选项中，选择要提取的成员数据的类型。

可以根据为成员标记的计算方式来提取成员。对于标记为“存储”的成员，在计算之后，计
算的数据值将随成员一起存储在数据库中。对于标记为“动态计算”的成员，会在检索时计
算成员的数据值。
可用选项：
•

•
•

所有数据 - 提取“密集”和“稀疏”维的存储值和动态计算值。

服务实例之间的数据同步不支持“所有数据提取”选项，您无法在目标业务流程中设置集
成，也无法从远程业务中提取数据。对于服务实例之间的数据同步，请在提取数据的
源环境中通过“所有数据”选项设置集成，然后将其推送到远程目标系统。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客户可以通过选择所有数据选项来提取动态计算
值。此外，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启用 CONTROL TO-DATE VIEW
STORAGE（控制至今视图存储）设置是使用数据集成提取动态计算值的先决条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控制至今视图存储”选项”。

存储和动态计算的数据 - 仅提取“密集”维的存储和动态计算的值，而不提取“稀疏”维的
值。

仅存储的数据 - 仅提取存储的数据。在这种类型的提取中将排除动态计算的值。

注：

如果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启用了“期间设为密集”选项，则必
须在作为推送目标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实例中设置数据集成。
无法在服务实例中设置集成并从远程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实例提
取。有关“期间设为密集”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中的“将期间和移动维转换为密集维”。这适用于所有数据提取选项。
8.

（仅限 Planning）：在数据精度中，指定要导出的数值中显示的小数位数。

数据精度是指强调精度（精确度）的数字数据。根据数据值的大小和小数位数，一些数字
字段可能以指数格式写入；例如 678123e+008。当数据范围是从非常大的值到非常小的值
时，您可能会考虑使用数据精度。输出文件通常比较小，从而数据值更精确。
此选项的默认值为 16。

9.

（仅限 Planning）：在数据小数位数中，指定要导出的最大小数位数。

指定一个介于 0 到 16 之间的值。如果不提供任何值，将使用要导出的数据的小数位数
（最多 16 位），或者由“数据精度”选项确定的值（如果指定了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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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参数时会强调易读性；输出数据使用简单文本格式。不管数据中的小数位数
是多少，输出为指定的数值。请注意，数据可能会丢失精确度，特别是数据范围是
从非常大的值到非常小的值时，将在小数点之上和之下。

默认情况下，数字数据支持 16 位，包括小数位数。如果指定了“数据精度”选项和
“数据小数位数”选项，将忽略“数据精度”选项。

10. （仅适用于总帐）：从包括调整期间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处理调整期间：

•

•
•

否 - 不处理调整期间。系统仅处理常规期间映射（与“默认”和“显式”映射的设置
相同）。否是用于处理调整的默认选项。
是 - 如果选择是，则包括常规期间和调整期间。如果调整期间不存在，则只处
理常规期间。

是 (仅限调整) - 如果选择是 (仅限调整)，则系统仅处理调整期间。然而，如果调
整期间不存在，系统会改为提取常规期间。

11. （仅限 Planning 和 Oracle General Ledger 非管理员）从替换为非管理员加载方法

中，为非管理员用户选择在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时的替换方法。

可用的方法：
•

•

•

无 - 不执行替换。

仅数字数据 - 当加载方法为“仅数字数据”时执行替换。

所有加载方法 - 对于所有加载方法执行替换。

12. 单击保存。

定义目标选项

将源应用程序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可以选择支持您加载日期的方式的选项，包括加
载方法、日期格式、批处理和清除选项。
要定义目标选项：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选择应用程序选项。

，然后选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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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选项
加载方法

说明

选择用于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方法。
可用的方法：
•

•

•

批处理大小

钻取区域

数字 - 仅加载数字数据。使用此方法时，不
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 - 此方
法需要定义数据和动因维，并为 Planning
应用程序定义唯一标识符。在以下“自动递增
行项目的数据维”字段和“自动递增行项目的
动因维”字段中定义数据加载和动因维。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加载
方法不支持替换模式。
包含安全性的所有数据类型 - 加载“数字”、
“文本”、“智能列表”和“日期”数据类型。如果
Planning 管理员加载数据，则不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如果 Planning 非管
理员用户加载数据，则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Planning 非管理员用户只能
加载 500,000 个单元格的数据。

指定一次从文件读取到内存的行数。

该参数主要用于决定性能。加载数据时，此设置
决定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多少条记录。例如，当
指定了 1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 1,000 条
记录。类似地，当指定了 5000 时，将在高速缓
存和提交中存储 5,000 条记录。

根据服务器内存确定此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调
整。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启用钻取区域。

启用此选项时，将创建可钻取区域以使用穿透钻
取功能。
加载数据时，钻取区域将加载到 Planning 数
据。

将创建按方案钻取区域。对于任何多维数据集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 Planning 数据库），
钻取区域的名称均为 FDMEE_<方案成员的名称
>。创建钻取区域时，系统会检查是否为维启用
了钻取。

清除数据文件

日期数据的日期格式

在数据加载中选择的已启用的维的成员都将包含
在钻取区域筛选器中。如果未启用任何维，将默
认启用方案、版本、年和期间维。您可以启用其
他维，后续数据加载会考虑新启用的维的成员。
如果禁用钻取区域中先前包含的用于创建钻取区
域的任何维，则在后续数据加载过程不会删除此
类维的成员。如果需要，您可以手动删除弃用的
成员。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可在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成
功完成后从应用程序 outbox 目录中删除数据文
件。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删除文件，或者点击滑块使
其关闭以保留文件。
选择用于加载日期数据的格式。

使用基于您的区域设置的日期格式。例如，在美
国，使用 MM/DD/YY 格式输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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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选项

自动递增行项目的数据维

自动递增行项目的动因维

成员名称可以包含逗号

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

说明

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数据维匹配的数
据维

此选项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动因维匹配的动
因维
此设置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
如果成员名称包含逗号，则选择是加载数据。

选择后代超过 1,000 个时摘要钻取的运作方式。

可用选项：

•
忽略
•
限制
如果摘要钻取中的后代数超过 1,000，并且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选项为忽略，则
系统会忽略筛选器中的维，并根据其他维上的筛
选器返回钻取的数据。最多可以忽略三个维。
如果摘要钻取中的后代数超过 1,000，并且超过
1000 个后代时的摘要钻取行为选项为限制，则
系统在返回数据行时仅考虑维的前 1,000 个成
员。

3.

从加载方法中，选择用于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的方法。

可用的方法：
•

•

数字 - 仅加载数字数据。使用此方法时，不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 - 此方法需要定义数据和动因维，并为
Planning 应用程序定义唯一标识符。在以下“自动递增行项目的数据维”字段和
“自动递增行项目的动因维”字段中定义数据加载和动因维。

注：
•

4.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不支持替换模式。

包含安全性的所有数据类型 - 加载“数字”、“文本”、“智能列表”和“日期”数据类
型。如果 Planning 管理员加载数据，则不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如
果 Planning 非管理员用户加载数据，则强制实施 Planning 数据安全性。
Planning 非管理员用户只能加载 500,000 个单元格的数据。

在批大小中，指定一次从文件读取到内存的行数。

该参数主要用于决定性能。加载数据时，此设置决定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多少条记
录。例如，当指定了 1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 1,000 条记录。类似地，当指
定了 5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和提交中存储 5,000 条记录。
根据服务器内存确定此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5.

在钻取区域中，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启用钻取区域。

启用此选项时，将创建可钻取区域以使用穿透钻取功能。
加载数据时，钻取区域将加载到 Planning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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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按方案钻取区域。对于任何多维数据集（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 Planning 数据
库），钻取区域的名称均为 FDMEE_<方案成员的名称>。创建钻取区域时，系统会检查是
否为维启用了钻取。
在数据加载中选择的已启用的维的成员都将包含在钻取区域筛选器中。如果未启用任何
维，将默认启用方案、版本、年和期间维。您可以启用其他维，后续数据加载会考虑新启
用的维的成员。如果禁用钻取区域中先前包含的用于创建钻取区域的任何维，则在后续数
据加载过程不会删除此类维的成员。如果需要，您可以手动删除弃用的成员。
6.

在清除数据文件中，点击滑块使其打开，可在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成功完成后从应用程序
outbox 目录中删除数据文件。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删除文件，或者点击滑块使其关闭以保留文件。

7.

在日期数据的日期格式中，选择用于加载日期数据的格式。

8.

从自动递增行项目的数据维中，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数据维匹配的数据维。

9.

使用基于您的区域设置的日期格式。例如，在美国，使用 MM/DD/YY 格式输入日期。

此选项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
据”。

从自动递增行项目的动因维中，选择与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的动因维匹配的动因维。

此设置用于通过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据。请参阅“使用 LINEITEM 标志加载增量数
据”。

10. 从成员名称可包含逗号中选择是，以在成员名称包含逗号时加载数据。
11. 从工作流模式中，选择数据工作流模式。

可用模式：
•

•

•

完全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并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证、导出和检查），且可在工作台中查看数
据。
支持向下钻取。

完全无存档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并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证、导出和检查）。只有在导入步骤完成
后，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在工作流程结束时，将从 TDATASEG 中删除数据。
支持向下钻取

简单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然后直接从 TDATASEG_T 表中导出。

所有数据加载均包括导入和导出步骤。

数据未经验证，任何未映射的数据均将导致加载失败。
映射不在 TDATAMAPSEG 中存档。
可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
不支持向下钻取。

“简单工作流”模式是默认模式。

12. 从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中，选择此项以针对管理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

当管理用户加载数据时启用数据验证。在这种情况下，将在加载数据时强制执行数据输入
表单中的所有数据验证。由于验证得到增强，因此数据加载性能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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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设置为否（默认值），则管理员将使用大纲加
载实用程序 (OLU) 执行数据加载。在这种情况下，性能会提升，但对于因任何原因
而被忽略的任何行，您将无法获得详细的错误报表。
当此选项设置为是时，将以相同的方式针对管理员和非管理员数据加载进行数据验
证。验证包括：安全性检查、交叉点验证、只读单元格、动态计算单元格等。
此外，对于任何被拒绝或忽略的行，都有一个详细的错误列表，并且不需要其他
Planning 权限。然而，甚至对于管理员，性能也可能会下降。

13. 从显示验证失败消息中，创建输出文件，其中显示加载数据时拒绝的数据单元格、

交叉点和拒绝原因。

报告的拒绝次数上限为 100。单击输出链接可从“进程详细信息”页下载数据验证报
表。此外，错误文件的副本存储在 Outbox 文件夹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进程详细信息”

14. （仅限 Planning 和 Oracle General Ledger 非管理员）从替换为非管理员加载方法

中，为非管理员用户选择在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时的替换方法。

可用的方法：

•

无 - 不执行替换。

•

所有加载方法 - 对于所有加载方法执行替换。

•

仅数字数据 - 当加载方法为“仅数字数据”时执行替换。

注：

在“替换”模式下针对 ASO 多维数据集运行集成时，如果方案成员为共享成
员，则将仅执行数字数据加载。请确保使用全限定名称（包括完整层次）
指定成员名称。当方案成员为共享成员时，“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将不
适用。

15. 在从 Smart View 钻取视图中，指定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穿透钻取报表

中显示自定义属性维成员名称时来自工作台的列的自定义视图。

定义自定义视图后，可以单击 Smart View 中的穿透钻取单元格，然后选择“在新工
作表中打开”，此时会根据工作台中定义的视图打开穿透钻取报表。
如果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未定义任何视图，则使用默认视图，这意味着在
Smart View 中属性维不显示自定义成员名称。
有关定义自定义视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工作台中定义自定义视图”。

16. 单击保存。

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

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从基于文件的集成源或直接集成源提取数据，然后将数据推
送到平面文件，而不是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
程序。

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时，在数据管理中使用所需维数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然
后在数据集成中为自定义文件选择目标选项。
数据集成不会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而会生成一个数据文件，该文件可使用自定
义过程加载到外部系统。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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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按以下预定义顺序写入文件：帐户、实体、UD1、UD2 ... UD20、金额。

•

成员映射 - 不会针对自定义应用程序验证目标值。

•
•

•

•

•

您创建自定义应用程序定义时指定的顺序用于在处理映射时对维排序。如果您的脚本有处
理相关性顺序，请注意该顺序。
运行集成 - 不会验证 POV 类别。

集成执行 - 当启用了导出数据文件的选项时，数据管理会创建一个输出数据文件。该数据
文件的名称为 Target App Name Process ID.dat，会写入 APPL ROOT FOLDER/outbox 目
录。可从“进程详细信息”页面的 OUTPUT file 列访问数据文件。
可从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创建检查规则。检查规则不能基于目标值。
不能从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进行回写。

要将数据加载到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
1.

在数据管理中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

2.

启动数据集成并创建或编辑基于文件的集成源或直接集成源和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

有关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创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

有关创建或编辑集成的信息，请参阅“定义数据集成”。
3.

4.
5.

6.

可选：如有必要，请映射维和成员。

有关映射维的信息，请参阅“映射维”。有关映射成员的信息，请参阅“映射成员”。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可选：如有必要，请完成任何常规选项

，然后选择选项。

有关基于文件的选项的信息，请参阅“定义基于文件的选项”。有关直接集成选项的信息，
请参阅“定义直接集成选项”。

从目标中的启用导出到文件中，选择是让数据管理为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输出数
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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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服务器上的 outbox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具有以下名称格式的文件：
<LOCATION>_<SEQUENCE>.dat。例如，如果位置名称为 Texas 且下一个序号为
16，则文件名为 Texas_15.dat。该文件在工作流程的导出步骤中创建。如果启用导
出到文件选项设置为否，则在执行窗口中无法使用“导出到目标”选项。

7.

在文件字符集中，选择文件字符集。

8.

在列分隔符中，选择用于分隔输出文件中的列的字符。

文件字符集可决定创建、存储和显示文本时用于将位组合映射为字符的方法。每种
编码方式都有相应的名称，例如 UTF-8。在特定的编码中，每个字符都与一个特定
的位组合存在映射关系；例如，在 UTF-8 中，大写的 A 映射为 HEX41。
可用的列分隔符有：
•

,

•

!

•
•
•

9.

|

;
:

在要下载的文件名中，输入要复制的文件名。

然后可以使用 EPM Automate 下载文件。通过 EPM Automate 实用程序，服务管理
员可以远程执行 Planning 任务。

10. 单击保存。

数据导出目标应用程序选项

为数据导出到文件应用程序定义目标应用程序选项时，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选项

下载文件名

说明

输入输出文件的名称。

可以使用 EPM Automate 下载输出文件。通过
EPM Automate 实用程序，服务管理员可以远
程执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出和下载元数据和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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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列分隔

文件字符集

行尾字符

说明

选择用于分隔输出文件中的列的字符。
可用的列分隔符有：

•
,
•
|
•
!
•
;
•
:
默认分隔符为逗号 (,)。
指定文件字符集。

文件字符集可决定创建、存储和显示文本时用
于将位组合映射为字符的方法。每种编码方式
都有相应的名称，例如 UTF-8。

UTF-8 是默认的文件字符集。

选择与行尾 (EOL) 字符关联的服务器的操作系
统。
有效选项包括

•
Windows
•
Linux
EOL 指示行尾。有些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
无法正确显示使用 Linux EOL 的文件。
对于 EPM 云，数据集成默认使用 Linux EOL
字符。

包含标题

导出属性列

如果客户在 Windows 中查看导出的文件，
EOL 在单独的一行上显示。

确定在输出文件中包含还是排除标题记录。

选择是，将在标题记录中包含维名称。默认值
为是。
选择否，将排除标题记录。

如果要将一些静态值包含在导出或文件中，请
包含属性列。如果不要求映射源值，也可以使
用属性列。此设置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定义数据
加载映射的需求。
选择是将包含属性列。

累计数据

选择否将排除属性列。

在导出之前汇总帐户数据，并按一列或多列对
结果进行分组。
选择是将按一列或多列对结果进行分组。

选择否将不按一列或多列对结果进行分组。
按数据排序

默认值为是。

确定是否按照列顺序对数据进行排序。
选择是将包含列。

选择否将排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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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透视维

透视可以更改数据在导出文件中的方向，从而
可以聚合结果并将行旋转为列。在行与列之间
进行透视时，系统会将选择的维移到相反轴上
最远的行或列上。
要使用此功能，请从导出文件中指定一个维名
称。
仅适用于数字导入格式。非数字导入格式类型
不支持它。
如果指定了透视维，则会强制“累计数据”为
“是”。

在 SQL Insert 语句中，透视维中包含的值的透
视列需要用 ~~ 括起来。

透视功能仅在使用自定义 SQL Insert 语句时才
起作用，该功能在没有 SQL Insert 语句时不起
作用。
当“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将 ACCOUNT、PERIOD
和 AMOUNT 作为维名称包含时，通过将
PERIOD 指定为透视维，PERIOD 维中包含的
所有期间都将透视到单独的列 Jan、Feb、Mar
等。
例如，SQL INSERT 语句为：

INSERT INTO TABLE
(ACCOUNT,JAN,FEB,MAR,……,DEC) VALUES
(~ACCOUNT~,~Jan~,~Feb~,~Mar~,,,,,,,,~Dec~)

定义 Oracle General Ledger 目标选项

将源应用程序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可以选择支持您加载日期的方式的选项，包括加
载方法、日期格式、批处理和清除选项。
要定义目标选项：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选项。

依次打开目标选项和清除数据文件，点击滑块使其打开，可在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
成功完成后从应用程序 outbox 目录中删除数据文件。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删除文件，或者点击滑块使其关闭以保留文件。
3.

在余额类型中，选择要将数据加载到的余额的类型。
可用余额类型：
•
•

4.
5.
6.

实际
预算

从日记帐源中，输入与 Oracle ERP Cloud 中定义的日记帐源相匹配的日记帐源的
说明。
从日记帐类别中，输入与 Oracle ERP Cloud 中的日记帐类别相匹配的日记帐类别
的说明。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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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算控制应用程序定义目标选项

将源应用程序与预算控制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可以选择有关如何加载数据的选项。
要定义目标选项：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预算控制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选项。

选择应用程序选项。
目标选项

清除数据文件

预算类型

日记帐源
日记帐类别
源预算类型

说明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可在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成
功完成后从应用程序 outbox 目录中删除数据文
件。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删除文件，或者点击滑块使
其关闭以保留文件。
选择预算的类型。
可用选项：
•
•

实际
预算

输入与 Oracle ERP Cloud 中的日记帐源相匹配
的日记帐源的说明。
输入与 Oracle ERP Cloud 中的日记帐类别相匹
配的日记帐类别的说明。
根据控制预算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源预算名称”维
选择预算类型。
可用选项：

3.

单击保存。

•
•

EPM 财务模块
Hyperion Planning

定义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的应用程序选项

在将日记帐分录或数据加载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标应用程序时，可以控制
所加载数据的许多方面，例如日记帐信息的级别：
要定义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目标选项：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标应用程序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选项。

2.

依次从选项和目标选项中，选择目标应用程序设置，然后单击保存。

下表中显示了可用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标应用程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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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选项和描述

选项

加载类型

说明

选择要推送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的加载类型。
可用选项：
•

日记帐状态

•

数据 - 仅加载数字数据。这是默认加载选
项。
日记帐 - 加载日记帐。

日记帐状态表示日记帐的当前状态。当您创
建、提交、批准、驳回或推送日记帐时，日记
帐的状态将更改。
可用选项：
•

日记帐类型

•

正在处理 - 日记帐已创建。日记帐已保
存，但可能未完成。例如，可能需要添加
更多行项目。
已过帐 - 日记帐调整已过帐到数据库。

选择要加载的日记帐类型。
可用选项：
•

•

自动反冲 - 加载包含需要在下一期间反冲
的调整的自动反冲日记帐。即，通过反冲
借方和贷方在下一期间过帐日记帐。
常规 - 使用“替换”模式加载日记帐，即在加
载新的日记帐数据之前，会清除日记帐标
签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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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续）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选项和描述

选项

日记帐过帐为

说明

选择过帐日记帐分录的方法：
可用选项：
•

•

•

日记帐初至今 - 日记帐初至今日记帐分录
从日记帐的第一个实例开始按期间结转，
包括在中间年份的年末之间结转。日记帐
初至今分录与年初至今分录之间的唯一区
别是，在每年的第一个期间，上一年最后
一个期间的日记帐初至今分录的数据会进
行冲销。对于年初至今分录，任何年份的
第一个期间都没有冲销。
周期性 - 如果选择视图成员
FCCS_Periodic，则在过帐日记帐分录时，
输入到行明细中的数据将基于行明细 POV
进行汇总并过帐到合并多维数据集。来自
一个推送日记帐分录的数据不会覆盖从其
他推送日记帐分录写入的数据。
年初至今 - 如果选择视图成员
FCCS_YTD_Input，则可以在行明细的借
项/贷项字段中输入年初至今金额。年初至
今日记帐分录的所有行明细上都必须包含
年初至今分录。
在过帐年初至今日记帐分录之后，会计算
所有分录对 POV 的相应周期性影响，然后
与来自过帐的周期性日记帐分录的累计进
行累加。在任何年份的第一个期间中，年
初至今视图数据与周期性数据相同。
在任何年份的第一个期间中，年初至今视
图数据与周期性数据相同。

创建钻取区域

在后续的期间中，对于每个唯一的 POV，
推送到周期性视图成员的周期性计算数据
等于所有年初至今日记帐分录累计的当前
期间年初至今分录，减去所有年初至今日
记帐分录累计的上一期间年初至今分录。

点击滑块使其打开以启用钻取区域。

启用此选项时，将创建可钻取区域以使用穿透
钻取功能。
加载数据时，钻取区域将加载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数据。

将创建按方案钻取区域。对于任何多维数据集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 Planning 数据
库），钻取区域的名称均为 FDMEE_<方案成
员的名称>。创建钻取区域时，系统会检查是否
为维启用了钻取。
在数据加载中选择的已启用的维的成员都将包
含在钻取区域筛选器中。如果未启用任何维，
将默认启用方案、版本、年和期间维。您可以
启用其他维，后续数据加载会考虑新启用的维
的成员。如果禁用钻取区域中先前包含的用于
创建钻取区域的任何维，则在后续数据加载过
程不会删除此类维的成员。如果需要，您可以
手动删除弃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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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续）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选项和描述

选项

说明

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

当管理用户加载数据时启用数据验证。在这种
情况下，将在加载数据时强制执行数据输入表
单中的所有数据验证。由于验证得到增强，因
此数据加载性能将下降。

启用零加载

选择是在多期间加载过程中加载 0 值。

如果将“为管理员用户启用数据安全性”设置为否
（默认值），则管理员将使用大纲加载实用程
序 (OLU) 执行数据加载。在这种情况下，性能
会提升，但对于因任何原因而被忽略的任何
行，您将无法获得详细的错误报表。
当此选项设置为是时，将以相同的方式针对管
理员和非管理员数据加载进行数据验证。验证
包括：安全性检查、交叉点验证、只读单元
格、动态计算单元格等。

启用从摘要钻取

此外，对于任何被拒绝或忽略的行，都有一个
详细的错误列表，并且不需要其他 Planning
权限。然而，甚至对于管理员，性能也可能会
下降。

选择是将从 Planning 数据表单或报表中的摘
要成员向下钻取，并查看组成数字的详细源数
据。

在“创建钻取区域”选项设置为是的情况下启用此
选项并加载数据后，将在摘要级别启用“钻取”图
标。钻取限制为一个维 1000 个后代成员。

注：

摘要级别向下钻
取不适用于方
案、年和期间
维。对于这些
维，必须对叶成
员执行穿透钻
取。
摘要钻取只适用
于本地服务实
例。不适用于跨
服务实例或混合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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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续）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选项和描述

选项
移动

说明

指定移动维，用于指示在层次和系统计算中使
用的自动现金流报表维。

默认情况下，系统在移动维中提供成员来维护
各种类型的现金流数据以及 FX 到 CTA 的计
算。

如果没有移动，则指定为 FCCS_No
Movement。否则，请选择所需的移动成员。
移动维成员的示例：

多 GAAP

数据源
清除数据文件

成员名称可以包含逗号

•
•
•
•

FCCS_No Movement
FCCS_Movements
FCCS_OpeningBalance
FCCS_ClosingBalance

指定多 GAAP 维，用于在本地 GAAP 和 IFRS
或其他 GAAP 中报告您的财务报表。

该维跟踪本地 GAAP 数据输入以及任何 GAAP
调整。
指定数据源维。

默认值为 "FCCS_Managed Source"。

在 Essbase 中成功进行基于文件的数据加载之
后，指定是否从应用程序的 outbox 目录中删除
数据文件。选择是删除文件，或者选择否保留
文件。
如果成员名称包含逗号，并且您要将数据加载
到以下服务之一，请将此选项设置为是，然后
加载数据：
•
•
•
•

Planning 模块
Planning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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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续）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应用程序选项和描述

选项

工作流

说明

选择数据工作流方法。
可用选项：
•

完全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并
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
证、导出和检查），且可在工作台中查看
数据。
支持向下钻取。

•

“完全工作流”模式是默认模式。
完全无存档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
理，并复制到 TDATASEG 表。

所有四个工作台流程均受支持（导入、验
证、导出和检查）。只有在导入步骤完成
后，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在工作流
程结束时，将从 TDATASEG 中删除数据。

•

支持向下钻取
简单 - 数据在 TDATASEG_T 表中处理，然
后直接从 TDATASEG_T 表中导出。

所有数据加载均包括导入和导出步骤。

数据未经验证，任何未映射的数据均将导
致加载失败。
映射不在 TDATAMAPSEG 中存档。
可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

从 Smart View 钻取视图

不支持向下钻取。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穿透钻取报
表中显示自定义属性维成员名称时，从工作台
指定列的自定义视图。

自定义视图在数据集成的工作台选项中创建和
定义。定义自定义视图并在“从 Smart View 钻
取视图”字段中指定后，在 Smart View 中，可
以单击穿透钻取单元格并选择“在新工作表中打
开”，穿透钻取报表将基于在工作台中定义的视
图打开。

如果没有在“应用程序选项”页上定义任何视图，
则使用默认视图，这意味着属性维不会在
Smart View 中显示自定义成员名称。

定义筛选器

有关定义自定义视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工
作台中定义自定义视图”。

使用筛选器可以限定来自源系统的结果。例如，在为 Planning 源系统指定筛选器时，
选择维，然后输入每个维的筛选条件。

定义 Planning 筛选器

您可以定义筛选选项，以指定要从 Planning 应用程序提取的数据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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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 Planning 筛选器：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Planning 集成右侧的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单击

，然后选择选项。

。

（可选）您可以只选择已经分配到筛选器的其他维，并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分配其他维，
或者只更改筛选条件。

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指定要添加为筛选器的维的名称。
单击保存。

定义 Oracle NetSuite 筛选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定义的搜索条件会自动注册为应用程序筛选器。您可根
据需要编辑筛选器。例如，可以分配默认值或对最终用户隐藏筛选器。

将筛选条件应用于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结果，以便仅返回符合选定条件的记
录。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此外还可以指定确切值。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定义的搜索条件会自动注册为应用程序筛选器。您可根
据需要编辑筛选器。例如，可以分配默认值或对最终用户隐藏筛选器。
要应用 NSPB Sync SuiteApp 筛选器：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Oracle NetSuite 集成右侧的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选择筛选条件的名称。
可用筛选器包括：
•

Posting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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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需要按特定的期间加载数据（例如，按特定的月份），请使用包
含期间 ID 的 NSPB Sync SuiteApp 推送期间筛选器。期间 ID 在推送
期间筛选器中创建，并由用于筛选数据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
存的搜索”返回。

Oracle NetSuite 提供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日期筛选器：指定的期间（如
上一财政年度），由特定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定义的自定义日期范
围，以及由开始的天数、周数、月数、季数或年数（或者从现在开
始）和相应结束数定义的相对日期范围。有关设置筛选器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NetSuite“搜索指南”。

•
•

4.

5.
6.

主线
推送

从条件下拉列表中选择适用条件。

适用于筛选器的条件派生自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

从值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筛选器的值。

单击保存。

定义 Oracle General Ledger 筛选器

对于用于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导入数据的数据集成，可以使用筛选器来限制结
果。

创建集成时，将自动定义筛选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筛选器，但不能将其删除。（如果
删除了筛选器，则将重新创建默认值。）
Oracle General Ledger 维

筛选器

余额

期末余额

方案

金额类型

实际
YTD
总计

货币类型

所有其他维

'@ILvl0Descendants("All '||
TARGET_DIMENSION_NAME||' Values")'

要添加 Oracle General Ledger 筛选器：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Oracle General Ledger 集成右侧的
项。

，然后选择选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单击

。

（可选）您可以只选择已分配到筛选器的其他维，然后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其
他维，或者仅仅更改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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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指定要添加为筛选器的维的名称。
在筛选条件中，指定筛选器。
单击保存。

定义预算控制筛选器

从预算控制数据源创建集成时，将自动定义筛选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筛选器，但不能将其删
除。（如果删除了筛选器，则将重新创建默认值。）

对于用于从预算控制导入数据的数据集成，可以使用筛选器来限制结果。

从预算控制数据源创建集成时，将自动定义筛选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筛选器，但不能将其删
除。（如果删除了筛选器，则将重新创建默认值。）
当使用预算控制数据加载筛选器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控制预算 - 添加此维并选择要从其加载消耗余额的控制预算。

•

“余额”预算控制维 - 根据您想要送入 Planning 应用程序的消耗金额类型的业务要求，选择
任何余额，例如承诺、债务、其他预期开支和开支。

•

“金额类型”预算控制维 - 假定要从预算控制加载的行项目通常是损益表类型的帐户，请选择
"PTD"。

•

对于其他预算控制维，请从在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将数据加载到的适当级别选择成员。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预算控制集成右侧的

要添加预算控制筛选器：

2.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3.

单击

4.

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指定要添加为筛选器的维的名称。

5.
6.

。

（可选）您可以只选择已经分配到筛选器的其他维，并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分配其他维，
或者只更改筛选条件。
在筛选条件中，指定筛选器。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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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Oracle HCM Cloud 筛选器

与数据源关联的任何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源筛选器会在集成期间
自动创建。您可以在“编辑集成”页上选择任何特定条件来筛选结果。

对于用于将数据从 Oracle HCM Cloud 导入到 Planning 模块或 Workforce 的数据集
成，使用筛选器来限制结果数量。

与数据源关联的任何源筛选器会在集成期间自动创建。您可以在“编辑集成”页上选择任
何特定条件来筛选结果。
根据 Oracle HCM Cloud 元数据类别，以下源筛选器将自动填充：

•

•

•
•

•

生效日期 - 选择希望树生效的日期。

合法数据组 - 合法数据组是划分薪资和相关数据的一种方法。企业开展经营的每个
国家/地区都至少需要一个合法数据组。每个合法数据组与一个或多个薪资法定单位
关联。

树代码 - Oracle HCM Cloud 中层次的树代码（用于具有层次的对象，例如：组织、
职位）
树版本 - Oracle HCM Cloud 中层次的树版本

仅更改 - 控制提取模式。有效选项是 N 或 Y。
下表说明不同的提取模式、其查找值和说明：
模式

查找值

说明

Y

已更改的属性

将此提取运行与之前的提取运
行进行比较，并通过对照基线
进行比较（以识别增量数
据），仅显示已更改的数据。

N

所有属性

要编辑 Oracle HCM Cloud 筛选器：
1.
2.
3.

在提取中包括所有数据。运行
完全提取，在该时间点产生完
全的数据输出。已存档的数据
作为基线使用。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Oracle HCM Cloud 集成右侧的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选择要编辑的筛选器的名称。

4.

在值中，指定筛选条件。

5.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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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清除区域

使用数据集成中的“清除区域”选项，您可以选择在以“替换”模式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模块应
用程序之前要清除的数据切片。此外，将预算加载到 Oracle General Ledger 时，您可以选择
在加载新预算之前清除先前的预算。此功能只能与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20C 或更高版本一
起使用。

通过为维指定成员选择标准（如静态成员列表、成员函数选择和从数据派生的成员）来定义清
除区域。默认情况下，系统基于数据加载中包括的实体、方案、版本、年和期间值定义默认清
除脚本。对于 Oracle Financials Cloud，无法指定成员函数。您可以选择父代成员，系统会自
动清除所有最低级别子代的数据。执行集成或数据加载规则时，将在加载数据之前清除在“清除
区域”上定义的维组合。
对于 Planning，“期间”、“年”和“方案”维会基于数据自动派生，您不必为这些维指定任何筛选
器。如果您为这些维指定成员，这些维将被忽略。

对于 Oracle General Ledger，“分类帐”、“方案”和“会计期间”维会基于数据自动派生，您不必
为这些维指定任何筛选器。如果您为这些维指定成员，这些维将被忽略。

注：

“应用程序选项”中的替换为非管理员设置用于确定适用于非管理员用户的“替换”方
法。这些方法包括“无”、“仅数字数据”和“所有加载方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
义直接集成选项”。

注：

“清除区域”功能不适用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Tax Reporting、
Account Reconciliation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业务流程。

注：

在“替换”模式下针对 ASO 多维数据集运行集成时，如果方案成员为共享成员，则将
仅执行数字数据加载。请确保使用全限定名称（包括完整层次）指定成员名称。当方
案成员为共享成员时，“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将不适用。
要定义清除区域：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Planning 应用程序右侧的

在选项页上，单击清除区域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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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维名称中，单击

以添加要从中添加清除区域的维。

您还可以单击维右侧的

4.

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维。

选择用于清除区域的方法。

要通过基于可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的数据构建成员列表来清除区域，请转到步骤
5。

要按选定成员（例如，按收入的后代）清除区域，请转到步骤 6。
5.

选择维并单击派生自数据，以清除选定维的数据并基于可导出到目标的数据构建成
员列表。

如果您选择派生自数据方法来清除数据，请勿在筛选条件字段中指定任何筛选器。

当您希望清除要将数据推送到的公司或成本中心的数据，但不希望更改每个运行的
值时，此选项非常有用。

6.

要基于筛选器清除数据或者使用成员选择器，请在筛选条件字段中指定筛选器或成
员选择器。

注：

函数不适用于总帐。您可以选择父代成员，系统会清除所有子代的值。

7.

要在运行数据加载规则的集成之后查看清除区域功能的详细信息，请转到作业的“进
程详细信息”并打开日志。

使用业务规则

业务规则允许您在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时启动和管理复杂的规则。通过此
功能，您无需程序员的协助即可调用规则逻辑，也无需使用诸如 EPM Automate 之类的
其他工具。您可以为“仅数字数据”和“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运行业务规则。此外，还可
以运行单个业务规则或规则集。规则集使您能够组合多个要同时运行或按顺序执行的规
则。
业务规则的示例包括：
•

数据加载前清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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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计算

•

将数据复制到多维数据集的一个切片

•

聚合数据

业务规则在应用程序或集成级别进行注册。可以对将数据加载到应用程序的所有集成执行在应
用程序级别注册的业务规则。在集成级别，您在“选项”选项卡上注册要为所选集成执行的业务
规则。

要开始使用业务规则，请转到“应用程序”中的新“业务规则”页，然后以“独立”或“嵌入式”模式注
册业务规则。

使用“独立”模式可注册为了响应数据集成工作流中的系统事件而运行的规则。注册包括系统事
件、规则或规则集名称、任何运行时参数以及运行顺序。

“嵌入式”模式用于注册在数据加载过程之后执行的业务规则。此模式作为数据加载过程的一部
分嵌入，并提供对加载的数据交叉点的访问。仅当使用“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时，此模式才
可用。嵌入式规则并非由事件触发，并且不支持运行时参数。

您可以执行运行计算脚本的业务规则。有关使用计算脚本设计和创建业务规则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设计业务规则”。
您可以执行运行 Groovy 脚本的业务规则。有关使用 Groovy 脚本设计和创建业务规则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创建 Groovy 业务规则”。

以独立模式注册业务规则

以独立模式注册业务规则以运行规则来响应系统事件。
要以独立模式注册业务规则：
1.

要为加载到应用程序的所有集成注册业务规则，请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应用程序右侧的
，然后选择业务规则。

或者

要为给定的集成注册业务规则，请在常规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编辑集成页中，选择业务规则选项卡。

，选择选项，然后在

注：

如果给定事件具有在集成和应用程序级别注册的业务规则，则仅触发集成级别的
业务规则。

2.
3.

从业务规则页，单击独立模式。
•

提取之前

•

导入之后

•
•
•
•

导入之前
加载之前
加载之后
检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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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之后

有关可用于触发数据集成中的业务规则的系统事件的说明，请参阅“业务规则支持的
事件”。

4.

从类型中，选择要运行的业务规则是单个规则还是属于任何给定事件的规则集。

可用类型：
•

•

5.

规则 - 标识可针对任何给定事件运行的特定业务规则。

规则集 - 标识属于规则集的业务规则。当一组要运行的规则中包含多个规则
时，规则集提供了一个执行单元。在规则集中，规则的优先级用于指定规则集
中规则的触发顺序。规则集用于按顺序或同时启动规则，具体取决于逻辑要
求。

从名称中，选择要运行的业务规则。

此字段中提供的业务规则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预先构建，然后在将数据加载
到 Planning 目标应用程序时可供数据集成使用。

如果在 Planning 中更改了业务规则名称，则不会在数据集成中自动重命名新的业务
规则名称，因而不会验证业务规则名称和逻辑。
以添加或编辑任何运行时提示。

6.

在运行时提示中，单击

7.

在顺序中，指定将多个规则或规则集与单个事件相关联时运行规则的顺序。

有关使用运行时提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将运行时提示添加到业务规则”。

由于可以对一个事件执行多个脚本，因此该顺序值用于提供执行各个业务规则的数
字顺序。可以输入任何数字，但该数字在事件中必须是唯一的。

业务规则支持的事件

以下系统事件可用于以独立模式触发业务规则。系统事件存储在 bin/scripts/event 文
件夹中。
事件

说明

导入之前

在将数据导入到临时表之前触发此事件。例
如，您可能使用此事件来运行业务规则以生成
要处理的数据文件。

提取之前

导入之后
加载之前

加载之后
检查之前

在从源应用程序提取数据之前触发此事件。例
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运行计算（例如，聚合
数据或从 BSO 多维数据集复制到 ASO 多维数
据集），在为数据同步或数据导出提取数据之
前使用“提取之前”事件。

在将数据导入到临时表之后触发此事件。

在将数据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
之前触发此事件。例如，您可能使用此事件来
运行自定义清除脚本，以在加载新数据之前清
除数据。

在将数据加载到 EPM Cloud 应用程序之后触发
此事件。例如，您可能在加载数据后使用此事
件执行任何计算。

在检查规则之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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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检查之后

此事件在“检查”步骤之后调用，而且为最终事
件。例如，您可能使用此事件来触发将数据复
制到另一个版本的业务规则，或者触发另一个
业务规则来执行其他下游任务。

将运行时提示添加到业务规则

部署业务规则时，可以输入或编辑运行时提示变量的值。利用运行时提示，您可以通过标识和
定义规则中使用的值列表来参数化规则。如果业务规则包含运行时提示，则用户将在启动业务
规则之前输入所需的信息。业务规则可以提示用户输入成员、文本、日期或数字等变量。提示
应该具体并能告诉用户何种类型的数据最佳。例如，您可以添加一个运行时提示，使用户能够
在运行规则时选择特定的“实体”。
可以从预定义的值列表（如 POV 期间）中选择运行时提示值。

您还可以指定自定义参数，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显式声明变量或输入任何 Essbase 筛选器语
法。

此外，您还可以引用存储在“选项”页上的“集成选项 1”到“集成选项 4”字段中的值来驱动计算逻
辑。

注：

数据集成不会验证运行时提示。
要为业务规则添加运行时提示：
1.
2.

从业务规则页，单击独立。
单击

。

3.

选择要向其添加运行时提示的业务规则。

4.

在运行时提示中，单击

5.
6.

在运行时提示页中，单击

以添加或编辑任何运行时提示。
。

在名称中，键入在业务规则（在 Planning 中）中定义的运行时提示的名称。

例如，键入实体作为运行时提示名称。
LOV（值列表）此时不可用。

7.

在值类型中，选择预计用于运行时提示的值类型：

用于构造运行时提示的可用值类型基于以下内容：
•
•

•

•

自定义 - 在自定义值字段中指定的自定义参数。您还可以使用基于 Essbase 筛选器语
法的自定义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Essbase 计算脚本”。

POV 期间 - 基于集成运行的期间的预定义“POV 期间”值

POV 年 - 基于集成运行的期间的预定义“POV 年”值

POV 类别 - 基于来自集成（数据规则）定义的 POV 类别的预定义“方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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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数据加载实体 - 数据加载中的实体列表

•

集成选项 1-4 - 保存到“常规选项”中的“集成选项 1”到“集成选项 4”字段中的任何
自由形式文本或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直接集成选项”。

•

所有数据加载帐户 - 数据加载中的帐户列表

注：

默认情况下，将对集成中指定的“目标规划类型”执行业务规则。如果要为
其他规划类型执行业务规则，请指定一个名为“规划类型”的运行时提示，
指定一个“自定义值类型”，然后提供所需规划类型的名称作为自定义值。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指定与“清除数据”业务规则的集成相关联的默认规划类
型以外的规划类型。

8.
9.

如果为运行时提示选择了自定义值类型，请在自定义值字段中指定实际值。
单击确定。

在本例中，已为提示输入实体的“清除数据”业务规则定义了自定义运行时提示。

您可以在“进程详细信息”中查看业务规则的详细信息。

以嵌入式模式注册业务规则

“嵌入式”模式用于注册在数据加载过程之后执行的业务规则。此模式作为数据加载过程
的一部分嵌入，并提供对加载的数据交叉点的访问。仅当使用“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
时，此模式才可用。嵌入式规则并非由事件触发，并且不支持运行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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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嵌入式模式注册业务规则：
1.

要为加载到应用程序的所有集成注册业务规则，请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应用程序右侧的
，然后选择业务规则。

或者

要为给定的集成注册业务规则，请在常规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编辑集成页中，选择业务规则选项卡。

，选择选项，然后在

注：

如果给定事件具有在集成和应用程序级别注册的业务规则，则仅触发集成级别的
业务规则。

2.
3.
4.

从业务规则页，单击嵌入式模式。
单击

。

从名称中，指定要运行的业务规则。

此字段中提供的业务规则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预先构建，然后在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目标应用程序时可供数据集成使用。

如果在 Planning 中更改了业务规则名称，则不会在数据集成中自动重命名新的业务规则名
称，因而不会验证业务规则。

5.

在顺序中，指定将多个规则或规则集与集成或应用程序相关联时运行规则的顺序。

6.

单击保存。

将自定义视图添加到穿透钻取登录页面

对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登录页面上的数据进行穿透钻取时，
可以创建和选择自定义的列视图。使用此功能可以自定义登录页面的显示。您可以自定义源列
的列表并对列和列标题进行排序。可以保存自定义的视图定义。对于后续的钻取，系统使用上
次使用的自定义视图。如果没有自定义视图，系统使用“源（全部）”作为默认视图。

Note:
有关在数据集成中启用钻取的信息，请参阅“设置系统级配置文件”。
要为钻取定义自定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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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在数据管理中的设置选项卡上，在配置下选择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页上，从配置文件类型中选择全部或其他。

3.

在钻取类型 UI 设置中，从搜索并选择页中选择简化的用户界面。

4.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5.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然后在任务和报表下面选择数据 (

6.

打开一个包含已加载的源数据的表单。

表示其包含穿透钻取数据。

单元格右上角的图标
7.

)。

从包含向下钻取数据的单元格中，右键单击该单元格，然后选择穿透钻取到源。

8.

选择要用于构建自定义视图定义的默认视图。

9.

单击

。

10. 从编辑视图定义页中，单击

。

11. 在创建视图定义窗口中，输入自定义视图定义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视图定义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视图定义名称最多可以包含八十个字符。

在首次显示新视图的“编辑视图定义”页时，所有列都显示在右窗格（“显示列”窗格）
中。将您不希望包括在自定义视图中的所有列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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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在自定义视图中包括某一列，请从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选择该列，然后单击

将该列移到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
要清除视图中填充的值，请单击重置。

13. 要在自定义视图中排除某一列，请从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选择该列，然后单击

将该列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
其他移动选项包括：
•

要将所有列从左窗格（“可用列”窗格）移到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请单击

。

•

要将所有列从右窗格（“显示列”窗格）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请单击

。

14. 可选：要重命名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的某一列，请选择该列，点击编辑滑块使其打

开，然后键入新的列名。

15. 可选：要重新排列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的某一列，请选择该列，然后选择以下选项

之一：
•
•

- 将列移到显示内容的顶部。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上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到底部。

16. 可选：单击排序以对显示列窗格中的列按升序或降序进行排序。
17. 单击确定或

以保存并更新视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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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可选：要删除视图，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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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映射
在源应用程序和目标报表应用程序之间创建数据映射。
另请参阅：
•

了解数据映射

•

刷新数据映射

•
•
•

创建数据映射
管理数据映射
移动数据

了解数据映射

使用数据映射可将数据、注释、附件和支持详细信息从源多维数据集和智能列表移至报表多维
数据集以合并数据。您可以在源应用程序数据库和报表数据库之间映射维以便：
•

在报表应用程序中报告源应用程序的数据

•

对智能列表进行聚合和查询（智能列表在报表应用程序中将转换为普通维）

•

在战略性建模和 Planning 之间推送数据

•

将应用程序数据链接到多个报表应用程序以执行多种合并

视频

目标

了解如何使用数据映射移动报表的数据。

相关主题
•

关于应用程序

•

数据映射不支持的功能

•
•

观看此视频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即时推
送报表的数据

关于报表多维数据集
数据映射和替代变量

关于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由一组相互关联的维和维成员组成，用于满足一组规划需求。每个应用程序有自己的
帐户、实体、方案和其他数据元素。
有关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管理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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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表多维数据集

报表多维数据集可用于报告和聚合 Planning 数据。主要用例：
•

•

报表多维数据集包含来自任何源的数据（如数据仓库）。您希望向其移动新的
Planning 数据并报告该数据。
您希望报告 Planning 中的智能列表（在 Planning 中无法执行此操作）。

数据映射不支持的功能

将 Planning 应用程序映射到报表应用程序不支持以下功能：

•

选中“允许重复成员”选项的聚合存储数据库大纲

•

属性成员选择

•

属性维

数据映射和替代变量

映射包含替代变量的应用程序时，请注意：
•

将在您移动数据时检查替代变量而不是在定义数据映射时进行检查。

•

对于维到维映射：

•

成员选择器显示为 Planning 应用程序定义的替代变量。
–

–
•

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选择或键入的变量名称将在您移动数据时进行传递和
评估。

对于报表应用程序，将根据 Planning 应用程序对变量名称进行评估，然后在推
送数据操作中选择清除数据时使用值。

对于报表应用程序中未映射的维，成员选择器只会显示为报表应用程序定义的替代
变量。将根据报表应用程序对替代变量进行评估，评估的值将分别根据单成员和无
成员函数的报表维进行验证。

创建数据映射

要创建一个将 Planning 应用程序映射到报表应用程序的数据映射：
1.

2.
3.
4.
5.

创建报表应用程序。

有关多维数据集的信息，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管理多维数据集”。有关添
加成员的信息，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属性”。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数据交换和数据映射。
单击创建。

输入数据映射的名称和说明。
按如下所示选择源和目标：
•

•

在源下方，从当前应用程序的可用多维数据集中选择一个多维数据集。

在目标下方，从可用于目标报表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和多维数据集中选择应用
程序和多维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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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源和目标多维数据集的当前映射会显示在源和目标下方，并且所有未映射的维会显示
在未映射的维下方。

注：

如果您要创建数据映射以在战略性建模和 Planning 之间推送数据，将会显示一
些其他的源和目标选项：
•

•

对于源，选项为选择模型和选择合并。选择模型或合并，然后单击选择。

对于目标，如果源是模型，则选择目标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目标模型。如
果源是合并，则选择目标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或目标合并。

如果在列表中未看到战略性建模模型，请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同步。
6.

可选。更改当前映射，并映射所有未映射的维。
要更改当前映射，请参阅“更改映射信息”。

要映射未映射的维，请参阅“映射未映射的维”。

7.

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8.

单击保存并关闭。

请参阅“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新数据映射将添加到数据映射列表的末尾。

刷新数据映射

要刷新数据映射：

1.
2.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数据交换和数据映射。

单击刷新。

管理数据映射

另请参阅：
•

查看数据映射

•

映射未映射的维

•
•
•
•
•
•
•
•

更改映射信息

从数据映射中排除成员
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
复制数据映射
删除数据映射
设置数据选项

默认成员的验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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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数据映射

要查看数据映射：

1.
2.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数据交换和数据映射。

通过执行一项任务来搜索、筛选列表或者对列表进行排序：
•

•
•

要按名称搜索映射，请在搜索中输入文本，然后单击

要按源和目标筛选映射，请单击所有源和所有目标，然后选择筛选条件。

要按升序或降序对每列中的项进行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然后选择
。

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3.

执行以下一项任务：

•

刷新数据映射列表。请参阅“刷新数据映射”。

•

•

。

创建数据映射。请参阅“创建数据映射”。

更改映射信息。请参阅“更改映射信息”。

•

映射未映射的维。请参阅“映射未映射的维”。

•

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

•
•

•

•
•
•

定义数据映射选项。请参阅“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复制数据映射。请参阅“复制数据映射”。

删除数据映射。请参阅“删除数据映射”。

同步报表应用程序中的智能列表。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同步报表应用程序
中的智能列表”。

设置关系数据合并选项。请参阅“设置数据选项”。

审核默认成员的验证规则。请参阅“默认成员的验证规则”。

更改映射信息

要更改数据映射中的维映射信息：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单击现有数据映射。

3.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在源下选择维，然后单击

，以选择要用于该映射的新“源维”或“智能列表”。

如果所有维均已映射，则只能将现有源维映射至“智能列表”（当单击
时只会显
示“智能列表”）。要将源维映射至其他维，必须先取消映射维。要取消映射某个
维，以使该维能够重新映射至其他维，请在源下选择该维，然后单击
移动到未映射的维。

。该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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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未映射的维

要映射数据映射中未映射的维：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

单击创建以创建新的数据映射。

•

单击现有数据映射以编辑现有数据映射中的映射。

3.

对于未映射的维下的任何维，单击维旁边的

4.

找到您刚才移动到目标下的维。

5.

在源下单击选择旁边的

6.

。

此操作会将该维从未映射的维中移出，并移动到上述目标维下。

“源”下的对应维将显示选择。
单击保存并关闭。

，然后选择要映射到未映射目标维的源维或智能列表。

从数据映射中排除成员

通过在数据映射中定义排除，您可以在多维数据集之间移动数据时排除某个维的成员。如果您
不想覆盖目标位置的特定数据，或想要避免在目标位置的数据不存在时收到警告，则在移动数
据时排除成员很有用。此外，在所有其他源成员需要数据时，排除可以忽略特定源成员数据。
您可以为源映射和未映射的维定义排除，并可以为一个维定义多个排除。
每个维的已排除成员都记录在数据映射或智能推送操作的作业详细信息中。
示例：

在“帐户”维中，您想要为现金/银行帐户以外的所有帐户引入数据。这可以通过在源映射中包含
所有帐户并为现金/银行帐户创建排除来实现。智能推送将支持定义的排除并忽略现金/银行帐
户，然后为所有其他帐户加载数据。

注：

•

•

•

•

此外，还支持战略性建模数据映射排除。

排除基本成员还会排除任何共享成员。如果您排除共享成员同样如此；基本成员
也将排除。
排除的成员必须是源成员的子集。

从维中排除成员时，维的成员列表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不在排除成员列表中的成
员，数据映射才能成功保存并运行。例如，如果在某个映射中定义的唯一帐户成
员是现金/银行帐户，则无法从映射中排除现金/银行帐户。必须更正选择，以使
映射结果至少包含一个成员。智能推送定义也是这样。

要从数据映射中排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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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单击现有数据映射。

3.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在源下方，将光标悬停在要排除的成员所在的维行上，单击
除。

，然后选择添加排

注：

您还可以排除未映射的维中的成员。
4.
5.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排除的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您改变主意，想要删除某个排除，请将光标悬停在维行上，单击
择删除排除。

，然后选

注：

删除排除会删除整个排除，而不只是一个成员。

要从排除列表中删除成员，请启动成员选择器，在选定项下方，突出显示
要删除的成员，然后依次单击
和删除。

6.

单击保存并关闭。

注：

随时可以通过打开维的排除列表的成员选择器来附加或删除排除成员。

提示：

如果成员从表单的某个段中排除，则智能推送流程将从所有表单段中排除该成
员。如果不需要此行为，则可以使用智能推送中的覆盖所选内容选项来为智能
推送流程细化维成员选择。请参阅“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

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要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单击现有数据映射。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8-6

第8章

管理数据映射
3.

单击选项。
表 8-1

数据映射选项

数据映射选项

选择要复制的项

说明

选择要复制相应关系数据的项。您可以复制：
•

注释和附件

如果选择排序，则：
–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存在一
对一映射，则注释和附件将从源单元格
复制到目标单元格中。
–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不存在
一对一映射，则源单元格中的注释和附
件将组合在一起，并保存至对应的目标
单元格中。
如果未选择排序，则：
–

•

智能列表维
排除动态计算成员

允许同时智能推送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存在一
对一映射，则注释和附件将从源单元格
复制到目标单元格中。
–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不存在
一对一映射，则最后一个源单元格的注
释和附件将复制到对应的目标单元格
中。“最后一个源单元格”是指具有非空
关系数据的多个源单元格中的最后一个
源单元格。
支持详细信息
–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存在一
对一映射，则支持详细信息将从源单元
格复制到目标单元格中。
– 如果源单元格和目标单元格之间不存在
一对一映射，则支持详细信息不会复制
到目标单元格中。
请注意，在数据映射选项对话框中选定进行复制
的关系数据（注释和附件以及支持详细信息）仅
适用于使用智能推送移动数据的场景。请参阅“移
动数据”。
选择智能列表维。

请注意，智能列表维选择仅允许密集维。

如果不希望在数据映射过程中移动动态计算的成
员，则选择此项。
请注意，仅数据映射推送支持排除动态计算成
员，智能推送不支持。

允许数据映射和智能推送过程同时运行。单击是
以启用此选项。
请参阅“同时运行数据映射和智能推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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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续） 数据映射选项

数据映射选项

移动数据时区分智能列表条目名称的优先级

说明

如果目标多维数据集具有重复别名，则要求数据
映射或智能推送操作使用智能列表条目名称，而
不是成员别名。
智能列表条目名称不能包含空格或特殊字符。如
果智能列表是使用函数定义的并且成员包含空
格，则那些空格将转换为下划线。由于此限制，
智能列表条目名称可能无法使用。选择此选项
时，系统将根据条目名称检查成员，如果没有成
员与条目名称匹配，将使用智能列表条目标签提
取成员。

对于未定义智能列表值的交叉点，智能推送和数
据映射操作将使用为智能列表定义的缺少标签来
推送数据。

将 #missing 值导入为

（仅用于 Planning 为源而战略性建模为目标的
数据映射）

如果未启用此选项，并且数据推送或智能推送操
作在目标多维数据集中检测到重复别名，则操作
将完成并显示警告，并且作业详细信息将提示您
删除重复别名（消息中提供重复的别名）或选择
此数据映射选项。
•

•
•
•

将 NaN 值导入为

•

（仅用于 战略性建模为源而 Planning 为目标的
•
数据映射）

•
•

对于正在导入的单元格（仅战略性建模）

•
•

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

忽略 - 忽略导入的 #missing 值并保留目标
单元格中的现有值。
零作为输出（默认）- 导入 #missing 值并在
目标单元格中将它们的输出值设置为 0。
NaN - 导入 #missing 值并在目标单元格中
将它们的输出值设置为 NaN（非数字）。
零作为输入 - 将输入单元格设置为 0，不需
要反算。

忽略 - 忽略导入的 NaN 值并保留目标单元格
中的现有值。
零作为输出（默认）- 导入 NaN 值并在目标
单元格中将输出值设置为 0。
NaN - 导入 NaN 值并在目标单元格中将它
们的输出值设置为 NaN。
零作为输入 - 将输入单元格设置为 0，不需
要反算。
保留输入值（默认）- 在数据导入期间保留
模型中的现有输入数据值
保留输出值 - 在数据导入期间保留模型中的
现有输出数据值

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时，可以更改数据映射并映射未映射的维。
要编辑数据映射的详细信息：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

单击数据映射。

8-8

第8章

管理数据映射
•

单击要编辑的数据映射右侧的

–

要编辑两个维之间的映射，请参阅更改映射信息。

–

要定义数据映射选项，请参阅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
–

3.

，然后选择编辑：

要映射未映射的维，请参阅映射未映射的维。
要删除源维和目标维右侧的数据映射，请单击

单击保存并关闭。

。

复制数据映射

要复制数据映射：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单击要复制的数据映射右侧的

3.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然后选择复制。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输入数据映射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重复数据映射将添加到数据映射列表中。它具有原始数据映射的所有详细信息，但使用新
名称加以保存。

删除数据映射

要删除数据映射：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单击要删除的数据映射右侧的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设置数据选项

，然后选择删除。

启动选项可定义移动数据时如何合并注释、附件和支持详细信息等关系数据。
要设置数据选项：

1.

查看数据映射列表页面。

2.

在要编辑的数据映射右侧，单击

3.
4.

请参阅“查看数据映射”。

，然后选择编辑

单击选项，选择要复制的项，然后选择“智能列表”维。

如果不希望在数据映射过程中移动动态计算的成员数据，请选择排除动态计算成员。

默认成员的验证规则

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默认成员存储从源 Planning 应用程序移动的数据。如果不符合以下任一
条件，或如果任一应用程序中的维没有映射并且没有有效的默认成员，则映射无效并显示一条
错误消息。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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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果报表多维数据集是聚合存储数据库，则默认成员必须是 0 级成员。

如果报表多维数据集是块存储数据库，则默认成员可以是具有“存储数据”属性的任
何成员。

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仅有维到维的映射，则默认成员可以是任何级别或数据存储
类型。

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具有智能列表到维的映射，则默认成员必须是 0 级成员。此
外，源多维数据集必须包含一个密集帐户维，并且其中至少有一个与智能列表关联
的成员。
如果在映射中选中了“后代”(Acct_Default)，则 Acct_Default 成员必须存在于报表多
维数据集中。

注：

如果重命名、删除或添加维、成员或智能列表，曾经有效的映射将变为无效。
如果目标多维数据集的维数发生变化，您必须在映射报表应用程序屏幕上选择
相应的应用程序映射，然后单击

刷新数据。

移动数据

设置数据映射后，您可以：
•

将数据移动到报表多维数据集

•

同时运行数据映射和智能推送流程

•

使用智能推送将数据从一个多维数据集移至另一个多维数据集

将数据移动到报表多维数据集

设置数据映射后，可以将数据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Planning 会验证选定的数据映射，
然后将已映射的 Planning 维数据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维。您还可以检查“作业”来查看作
业状态。

注：

如果在块存储和聚合存储多维数据集中都为动态子代启用了父代成员并添加了
动态成员，则可以使用推送数据将数据从块存储成功推送到聚合存储多维数据
集而无需刷新数据库。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同步报表应用程序中的
智能列表”。
要将数据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
1.
2.
3.
4.

创建报表多维数据集。

创建数据映射。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数据交换和数据映射。
单击数据映射右侧的

，然后选择推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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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前确认是否要清除数据：
•

•

单击否可将新数据添加到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现有数据。使用此选项时，不会清除目
标多维数据集中的任何数据。
如果将智能列表映射到维，则智能列表标签必须与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成员名称或别
名匹配。推送数据不适用于智能列表条目名称。
单击是可在将数据移至目标多维数据集之前清除其中的数据。

如果目标是聚合存储报表多维数据集，在清除和移动数据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在目标报表多维数据集中没有匹配的名称的成员将被忽略。

–

在为数据映射选择成员时，请慎用成员关系（例如“子代”），因为使用该选项可能
会导致计算脚本超出其长度限制。

–
–

该选项仅适用于成员名称，不适用于成员别名。

如果您使用成员关系，则该选项将展开源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中的 0 级成员列
表。如果源多维数据集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名称与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成员匹配，则
该选项会继续操作，而不会返回错误。如果至少一个成员不匹配，则该选项无法继
续。

如果目标是块存储报表多维数据集，要成功继续操作，清除和移动数据需要以下条
件：
–
–
–

如果您使用成员关系，则源多维数据集中的所有成员名称都必须与报表多维数据集
中的所有成员名称匹配。
如果将智能列表映射到维，则源多维数据集中的所有智能列表条目都必须与报表多
维数据集中的所有成员名称匹配。

如果将智能列表映射到维，则源 Planning 多维数据集中的智能列表条目标签都必
须与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成员名称匹配。如果智能列表条目标签与报表多维数据集
中的成员名称不匹配，则智能列表条目名称必须与报表多维数据集成员名称匹配。

如果不满足前面的条件，则清除和移动数据操作无法继续。

使用智能推送将数据从一个多维数据集移至另一个多维数据集
另请参阅：
•

关于智能推送

•

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

•
•
•
•

关于智能推送

使用智能推送时的注意事项
配置合并选项

配置智能推送后移动数据
查看智能推送状态

为了获得更有意义、更完整的报表，用户可以在表单中工作的同时将注释、附件和支持详细信
息从源多维数据集即时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之后，用户可以对来自不同多维数据集的规划数
据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假定一个多维数据集中包含费用规划，另一个多维数据集中包含收入规划。另外，假定
您使用报表多维数据集来整合报表需求。如果不使用智能推送，则多维数据集中的数据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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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务管理员设置的调度作业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使用智能推送，用户可将数据立即
移至报表多维数据集。
您可以对应用程序数据进行以下移动操作：
•
•

从块存储多维数据集推送到聚合存储多维数据集
从块存储多维数据集推送到块存储多维数据集

视频

目标

了解如何使用智能推送即时推送报表的数据。

观看此视频

在 Planning 中即时推送报表的数据

使用智能推送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智能推送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智能推送遵循元数据和审批安全性。

•

智能推送要求在数据映射定义中至少有一个密集维（帐户或期间）设置为维到维映
射。

•
•

源聚合存储多维数据集中的表单不支持智能推送。

对于数据映射中源多维数据集的未映射部分所列的维，为这些维选择的所有成员的
数值数据都不会列在智能推送定义中。

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

要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
1.

从主页上，单击导航器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表单。

2.

展开表单，然后选择表单。

3.

选择表单后，选择

4.

单击智能推送。

。

此时会显示为该表单定义的映射。如果需要，可单击
5.
6.

展开每个映射。

添加新的映射。

对于映射下方显示的每个维，为维指定智能推送区域：
•

•

选择使用表单上下文以移动在布局中为该维选择（和排除）的所有成员的数
据。
清除使用表单上下文，然后在覆盖所选内容旁边，单击

：
–

选择编辑以使用成员选择器选择要处理的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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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添加排除以使用成员选择器定义要从智能推送流程中排除的维成员。删除排除
会删除整个排除，而不只是一个成员。

注：
*
*
*

如果为智能推送选择了使用表单上下文选项，则智能推送排除支持
表单中定义的任何排除。

排除基本成员不会排除任何共享成员，因此，您必须明确排除基本
成员和共享成员。

从维中排除成员时，维的成员列表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不在排除成员
列表中的成员，智能推送流程才能成功完成。例如，如果为智能推
送定义的唯一帐户成员是现金/银行帐户，则无法从智能推送流程中
排除现金/银行帐户。必须更正选择，以使智能推送结果至少包含一
个成员。

要从排除列表中删除成员，请单击排除成员列表旁边的
。通过在右侧窗格中选择成员，然后单击
或
，从成员选择器中删除成员。
–

请参阅“从数据映射中排除成员”

选择清除以删除选定项。

注：

只能在源多维数据集维上覆盖映射定义。如果通过选择使用表单上下文从表
单获取上下文，则可以覆盖维成员。如果在成员选择对话框中指定了成员或
者将覆盖所选内容留空，也可以覆盖维成员。

提示：

智能推送对报表多维数据集进行增量更新。要达到此目的，可以选择使用表
单上下文或覆盖所选内容选项，以限制移动到当前上下文的数据量或者将移
动的数据限定为您正在更新或计算的部分。
如果未使用上述选项之一指定智能推送区域，则将从数据映射中提取成员选择。

7.

为每个映射定义自动或手动智能推送：
•
•

选择保存后运行以在保存表单后自动移动数据。
清除保存后运行以手动移动数据。

有关如何手动移动数据的信息，请参阅“配置智能推送后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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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以下附加的智能推送选项中选择：
•
•

在后台运行智能推送 - 您可以继续使用应用程序，同时让智能推送在后台运
行。

使用数据库隐藏 - 您可以在数据库级别（而不是应用程序级别）应用行隐藏，
这样可以消除对查询阈值的影响并缩短智能推送的等待时间

如果您要使用智能推送从块存储多维数据集加载大量数据并且在使用“缺失的块”
和“隐藏行”选项，建议您选择使用数据库隐藏选项。

如果通过 Groovy 规则为智能推送配置了使用数据隐藏选项，还可以通过另外一
个参数来指定在执行智能推送时使用此选项：
public void execute(Map<String, String> overrideMembersMap,
boolean suppressMissingRowsNative)

9.

单击保存以保存表单的智能推送配置。

配置合并选项

为创建报表而映射多维数据集时，可以访问数据选项选项卡，可在该选项卡上配置用于
注释、附件和支持详细信息的合并选项。请参阅“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注：

使用智能推送时，不能合并“支持详细信息”、“日期”、“智能列表”和“文本”等关
系数据。仅当源单元格与目标单元格之间存在一对一映射时，才会移动“智能
列表”、“日期”和“文本”。关系数据移动不会考虑空单元格。

配置智能推送后移动数据

有关如何移动数据的信息，请参阅“移动数据”。

如何移动数据取决于在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时是否选中了保存后运行。
•

•

如果在为表单配置智能推送时选中了保存后运行，则将在您保存表单后移动数据。
如果未选中保存后运行：
1.
2.
3.
4.

单击数据。

单击表单可将其打开。

打开表单后，选择操作，然后单击智能推送详细信息。

单击“智能推送”对话框中的链接以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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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智能推送始终会在移动新数据之前清除目标区域中的数据。

如果用户在智能推送执行中发现错误，则服务管理员必须使用智能推送作业的详
细信息中列出的错误，验证并修复智能推送的设置方式。请参阅“查看智能推送状
态”。

查看智能推送状态

要查看数据移动的状态：
1.
2.

单击应用程序。

单击作业。

智能推送作业将显示在“作业”控制台中。如果出现错误，请单击相应错误链接以解决问
题。如果数据已移动，运行状态将显示为完成或已完成但有警告。单击作业名称可查看日
志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同时运行数据映射和智能推送流程

在将数据移动到报表多维数据集期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无法使用系统的时间。要实现
此目的，可以在基于 Groovy 规则的数据映射推送中使用运行时提示仅将必需的数据移动到报
表多维数据集。对于通过 EPM Automate 进行的数据映射推送，可以在使用数据映射移动数据
之前使用替代变量并设置替代变量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主题：
•

•

要查找 Groovy 业务规则的文档和示例，请参阅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 Java API Reference》。

有关 EPM Automate 的信息，请参阅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

通过在数据映射选项中启用允许同时智能推送选项来允许用户同时运行智能推送和数据映射流
程，还可以进一步减少停机时间。
同时运行数据映射和智能推送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

在推送数据之前，智能推送将等待报表多维数据集清除数据。

可以同时处理的数据量存在限制。请检查作业输出并相应地进行设计。

有关数据映射选项的信息，请参阅“定义数据映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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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集成
可以运行集成以便从源系统中提取数据，然后查看并验证结果。如果数据已正确转换，可以将
其推送到目标系统。
“运行集成”页包含两个选项卡：“选项”和“筛选器”。

使用“选项”选项卡，可以在转换阶段为所选集成选择常规选项和目标选项。请注意，此页上的
期间选择取决于目标系统。

使用“筛选器”选项卡，可以在运行时快速添加或修改筛选器并执行它们，而不必每次都修改集
成定义。筛选器用于从数据源查询数据。对筛选器的更改不会保存，仅用于当时那次执行。

观看此教程，了解有关运行集成的信息：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设置基于文件的数据
集成选项并运行集成。
要运行集成：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选择集成，然后单击

。

2.

选择选项选项卡。

3.

选择导入源以从源系统导入数据，执行所需的转换，例如导入、映射和验证数据。

仅在下列情况下才选择此选项：
•
•

首次运行集成时。

源系统中的数据发生更改时。例如，在导出后您审核了工作台中的数据并且需要修改
源系统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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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自首次从源导入数据之后，源系统数据可能没有更改。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数据没有更改，则不需要重复导入数据。
4.
5.

选择重新计算以跳过导入数据，但使用更新的映射重新处理数据。

从导入模式中，选择用于导入数据的方法。

可用的导入模式：
•

•

追加 - 保留 POV 的现有行，但将新行追加到 POV。例如，第一次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50 行。在此示例中，追加了 50 行。在这次加载之后，POV 的
总行数为 150。

替换 - 清除目标中 POV 的所有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例如，第一次
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70 行。在此示例中，删除了 100 行，并将 70 行加载
到 TDATASSEG 中。此次加载后，总计有 70 行。

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替换功能会清除要加载的年、期间、方案、版本和实
体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请注意，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有一年
的数据，但现在只加载一个月的数据，则在执行加载之前，此选项会清除整年
的数据。

注：

在“替换”模式下针对 ASO 多维数据集运行集成时，如果方案成员为共
享成员，则将仅执行数字数据加载。请确保使用全限定名称（包括完
整层次）指定成员名称。当方案成员为共享成员时，“所有数据类型”
加载方法将不适用。

注：
•

•
•
6.

“自动递增行项目编号的所有数据类型”加载方法不支持替换模式。

合并 -（仅限 Account Reconciliation）。将更改的余额与同一位置的现有数据
合并。
通过合并模式，如果自上次数据加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中后仅少量余额
发生更改，将不再需要加载行整个数据文件。如果在两次加载之间映射发生更
改，则客户必须重新加载完整数据集。
例如，客户的一个帐户 ID 可能具有 100 行现有余额，每行的余额都
为 $100.00。如果客户在合并模式下运行集成，并且源的一个帐户 ID 具有金额
为 $80 的一行，那么在运行集成后，将存在 100 行余额，其中 99 行的余额均
为 $100.00，1 行的余额为 $80.00。
不导入 - 完全跳过数据的导入。

映射并验证 - 跳过导入数据，但使用更新的映射重新处理数据。

从起始期间，选择要开始加载数据的第一个期间。

只需键入要筛选的字符即可筛选期间。例如，键入 J 可按以 J 开头的月份进行筛
选，如 June（6 月）或 July（7 月）。还可以单击下拉列表，然后在有更多结果可
用，请进一步筛选下显示的编辑框中指定其他筛选条件。
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7.

从结束期间，选择要加载数据的最后一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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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8.

从期间中，选择要加载数据的期间。

如果已在主页上选择了 POV 期间，则此处默认为选择的期间。如果未选择任何 POV 期
间，则系统将基于浏览器高速缓存默认采用上次使用的期间。
在“POV 期间”下拉列表旁边出现解锁图标
(
) 时，可以选择其他期间。

在数据管理中的“系统设置”中启用了“全局 POV 模式”时，期间默认为“全局 POV 期间”，客
户不能选择其他期间。在这种情况下，“期间”下拉列表旁边会出现一个锁定图标
(
)。

9.

选择导出到目标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

10. 选择执行检查以生成日期，然后运行“检查报表”。

11. 从导出模式中，选择用于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的方法。

可用选项：
•
•

•
•
•

•

合并 - 使用加载文件中的新数据覆盖现有数据。（默认情况下，所有数据加载都在合
并模式下进行处理。）如果数据不存在，请创建新数据。

替换 - 清除目标中 POV 的所有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例如，第一次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70 行。在此示例中，删除了 100 行，并将 70 行加载到
TDATASSEG 中。此次加载后，总计有 70 行。

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替换功能会清除要加载的年、期间、方案、版本和实体数
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请注意，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有一年的数据，但
现在只加载一个月的数据，则在执行加载之前，此选项会清除整年的数据。
累计 - 将加载文件中的数据累加到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对于数据文件中的各个唯一视
点，加载文件中的值会加上应用程序中的值。

减去 - 从目标应用程序中的值中减去来自源或文件的值。例如，如果目标中为 300，
源中为 100，则结果为 200。
不导出 - 完全跳过数据的导出。

检查 - 将数据导出到目标系统后，显示当前 POV 的检查报表。如果不存在当前 POV
的检查报表数据，则会显示一个空白页面。

12. 单击筛选器

13. 添加或修改要在运行时执行的筛选器。

筛选器用于从数据源查询数据。在“运行集成”页上指定的筛选器不会保存，仅用于当时那
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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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14. 单击运行。

查看集成作业

在“运行集成”页上提交集成作业时，“运行集成执行”弹出窗口将显示以下四个主要集成操
作的流程流：“导入”、“验证”、“导出”和“检查数据”。这些图标提供每个已提交流程的状
态的视觉反馈。弹出窗口还会显示已提交流程的状态。
您可以选择脱机执行集成，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会在后台处理数据，而不是立即处理集
成。
成功运行集成后，可以选择转至工作台或下载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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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
数据集成提供了将数据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业务流程导出到
文件、内部部署数据库或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工具
要导出数据，可以定义集成：以 EPM Cloud 业务流程作为源，并以数据导出应用程序之一作
为目标。
导出数据时，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模式之一：
•
•

标准工作流模式 - 从 EPM 云提取数据，使用成员映射执行必要的转换，然后将数据导出
到相应的目标应用程序。

快速模式 - 从 EPM 云提取数据，使用导入表达式执行简单的转换，然后将数据导出到相
应的目标应用程序。在此模式下，数据不会导入到临时表，而是直接处理数据，因此性能
显著提高。此模式也非常适合于导出大量数据。

对于标准模式和快速模式方法，可以根据 Essbase 存储选项，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从源提取数
据：
1.
2.
3.
4.

所有数据 – ASO 或启用了混合的 BSO
存储的数据 - BSO

具有动态计算的已存储数据 - BSO

0 级数据 – ASO 和 BSO（仅适用于快速模式）

使用标准工作流

使用标准模式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取数据，使用成员映射
执行必要的转换以使数据维度化，然后将数据导出到相应的目标应用程序。

有关常见标准工作流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

导出成员映射

•

定义目标选项

•

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

•
•

将映射导出到 Excel
注册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使用快速模式

使用快速模式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取数据，使用导入表达
式执行简单的转换，然后将数据导出到相应的目标应用程序。在此模式下，数据不会导入到临
时表，而是直接处理数据，因此性能显著提高。此模式也非常适合于导出大量数据。
有关常见快速模式工作流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执行快速模式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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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快速模式导出数据

注册用于快速模式集成的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使用快速模式导出数据

与标准工作流方法相比，快速模式方法可显著改进性能。它支持使用导入表达式的简单
转换，不支持成员映射。数据不会加载到临时表，因此您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例
如，使用 0 级提取方法，您可以应用筛选器并选择要包含在输出文件中的列。此方法非
常适合从系统中提取大型数据切片，而不会达到查询处理的限制。

Note:
有关使用 EPM 集成代理执行快速模式加载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EPM 集成代
理执行快速模式加载”。
注意事项：

请注意与快速模式方法相关的以下事项：
1.
2.

在创建和保存快速模式加载集成作业时，不能在以后将其更改为标准集成作业。但
是，您可以删除数据加载集成作业。

在映射维时，支持目标表达式类型。使用目标表达式，可以将从源读取的源值转换
为要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的目标维值。
可以用于“期间”维的目标表达式包括 substring()、split()、map()、toPeriod() 和
toYear()。

除 SQL 目标表达式类型以外，支持所有其他目标表达式。
3.
4.
5.
6.

在映射维时，不支持源表达式类型。

不支持映射成员。

如果选择 0 级数据提取方法，则系统会自动创建“DM BR 数据导出”业务规则来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执行数据提取。

快速模式下的期间处理不使用“期间映射”选项中定义的期间。期间的处理方式与其
他维类似，并且可以在“源筛选器”选项中进行筛选。您还可以指定单个期间，在这
种情况下，在执行期间会将所有数据加载到单个期间。另一个选项是使用 toPeriod
和 toYear 目标表达式基于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期间维。

7.

运行快速模式加载时，仅支持“替换”导出模式。

8.

不能使用 EPM Automate 执行快速模式加载集成。

没有导入模式可用。

使用快速模式提取数据的过程说明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快速模式方法从数据源提取数据，然后将数据直接加载到数据导出文
件。

1.

在应用程序中，使用要将数据导出到的以下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类型之一，创建
并注册数据导出目标应用程序：
•

数据导出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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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

EPM 数据文件

•

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Note:
在快速模式下，可以采用本机格式将数据导出到文件。要执行这种导出，请注册
应用程序 EPM 数据文件，然后定义集成（不存在映射维或映射成员 - 系统仅提
供该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2.

为数据导出文件创建源和目标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作业：

a.
b.
c.
d.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集成页上，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集成作业的的名称和说明。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点击快速模式滑块使其打开。

将集成作业与快速模式方法关联并保存作业后，无法撤消快速模式关联。但是，可以
删除集成作业。

e.

从

“源”下拉列表中，选择源应用程序。

f.

从

“目标”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导出文件的目标应用程序。

g.

单击保存并继续。

a.

在映射维页上，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加载方法的类型。

在源和目标应用程序之间映射维：
可用选项：
•

•

带分隔符 - 数字数据：仅支持数字数据类型。

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支持将以下数据类型加载到 Planning：

–

–

数字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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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智能列表
数据

在映射网格中，通过完成以下操作，将源列源映射到数据导出文件的目标应用
程序中的维：
i.
ii.

在选择源维中，选择要映射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维的源维的名称。

可选：为每个 EPM Cloud 维添加一个目标表达式。

有关使用目标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目标表达式”。

Note:
不能将 SQL 目标表达式类型用于快速模式方法。

源表达式类型不适用于快速模式方法。
c.
4.
5.

单击保存并继续。

使用快速模式方法时，“映射成员”选项不可用。

单击选项。

您还可以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作业右侧的
项。

6.

转到“选项”页，然后选择选

要为快速模式期间选择期间，请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使用快速模式方法的期间处理不使用“期间映射”选项中定义的期间。期间的处理方
式与其他维类似，并且可以在“（源）筛选器”选项中进行筛选。如果用户未筛选年
和期间，则可以在执行时指定单个期间。

Note:
如果您映射期间维，并在“映射维”页上为集成指定期间的目标表达式，则
无法从期间下拉菜单中选择，因为该期间是从映射派生的。

如果没有为“年”和“期间”指定筛选器，则可以在运行集成时指定单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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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单击

。

单击

。

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期间，然后从筛选条件中选择要从源文件中加载数据的单个期
间。

10. （可选）：从维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年，然后从筛选条件中选择要从源文件中加载数据

的年份。

对于多期间加载，可以为“年”和“期间”维指定筛选器，并且仅当指定一年中的所有期间时提
取多个年份。不支持跨多个期间的部分期间提取。

11. 单击保存。

1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直接集成右侧的

13. 单击选项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14. 在类别中，为方案维指定明确的源筛选器。

类别是进行处理所必需的 POV 组件，因此在定义集成时必须指定类别。类别不用于确定
快速模式处理的方案。

15. 在数据提取选项中，选择提取数据的方法：

可用选项：
•

所有数据 - 提取“密集”和“稀疏”维的存储值和动态计算值。

•

存储和动态计算的数据 - 仅提取“密集”维的存储成员和动态计算成员，而不提取“稀疏”
维的成员。“存储和动态计算的数据”数据选项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提取数
据。

•
•

“所有数据”数据提取选项使用 MDX 查询导出方法提取数据。

仅存储的数据 - 仅提取存储的数据。在这种类型的提取中将排除动态计算的值。“仅存
储的数据”选项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提取数据。

0 级数据 - 提取维底层的全部成员（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并且允许您应用筛
选器并选择要包含在输出文件中的列。使用此提取选项，您还可以导出非数字数据。
“0 级数据”选项使用 MAXL 导出方法提取数据。此方法仅供服务管理员使用。当执行提
取步骤时，应用程序处于只读状态。

如果选择“快速模式”方法，则以下目标选项不可用：
–

导出属性列

–

按数据排序

–
–

累计数据
透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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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选项页上，根据需要选择任何目标选项，然后单击保存。

17. 单击保存。

18. 运行集成：
a.
b.
c.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选择与快速模式加载相关联的集成作业，然后单击

在运行集成页，模式的默认值为替换。

。

如果未在选项页上定义期间，则从期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源文件中加载数
据的单个期间。

如果您映射期间维，并在“映射维”页上为集成指定期间的目标表达式，则无法从
期间下拉菜单中选择，因为该期间是从映射派生的。

d.

如果已经为集成定义筛选器，请单击筛选器选项卡，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e.

单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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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按实体和期间筛选的数据导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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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穿透钻取到源
数据集成提供了允许您从目标应用程序穿透钻取到源应用程序的框架。当您想要了解数据值的
源或者需要值的粒度级别明细时，可以使用穿透钻取。

在数据集成中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时，可在“目标选项”中为应用程序指定可选的钻取区
域（请参阅“定义目标选项”）。将钻取区域定义传递到目标应用程序时，将在工作台中以突出
显示的单元格指示可钻取值。

基于 URL 进行穿透钻取要求您连接到数据所在的服务器。穿透钻取仅适用于通过数据管理或
数据集成加载的数据。此外，由于穿透钻取在目标应用程序中可用，因此数据加载映射必须至
少具有一个显式映射，穿透钻取才能正常工作。

从目标应用程序穿透钻取到源时，将显示单独的登录页面，其中将显示构成选定单元格内的金
额的所有行。
在以下示例中，从 Planning 的数据表单使用穿透钻取。

从此登录页面中，您可以打开源文档或者继续穿透钻取到定义的源系统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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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的兑换率数据不支持穿透钻取功能。

将自定义视图添加到穿透钻取登录页面

对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登录页面上的数据进行穿透钻
取时，可以创建和选择自定义的列视图。使用此功能可以自定义登录页面的显示。您可
以自定义源列的列表并对列和列标题进行排序。可以保存自定义的视图定义。对于后续
的钻取，系统使用上次使用的自定义视图。如果没有自定义视图，系统使用“源（全
部）”作为默认视图。

Note:
有关在数据集成中启用钻取的信息，请参阅“设置系统级配置文件”。
要为钻取定义自定义视图：
1.
2.

在数据管理中的设置选项卡上，在配置下选择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页上，从配置文件类型中选择全部或其他。

3.

在钻取类型 UI 设置中，从搜索并选择页中选择简化的用户界面。

4.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5.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然后在任务和报表下面选择数据 (

6.

打开一个包含已加载的源数据的表单。
单元格右上角的图标

7.
8.

)。

表示其包含穿透钻取数据。

从包含向下钻取数据的单元格中，右键单击该单元格，然后选择穿透钻取到源。

选择要用于构建自定义视图定义的默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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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

10. 从编辑视图定义页中，单击

。

11. 在创建视图定义窗口中，输入自定义视图定义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视图定义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视图定义名称最多可以包含八十个字符。

在首次显示新视图的“编辑视图定义”页时，所有列都显示在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将
您不希望包括在自定义视图中的所有列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

12. 要在自定义视图中包括某一列，请从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选择该列，然后单击

将该列移到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
要清除视图中填充的值，请单击重置。

13. 要在自定义视图中排除某一列，请从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选择该列，然后单击

将该列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
其他移动选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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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所有列从左窗格（“可用列”窗格）移到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请单击

•

要将所有列从右窗格（“显示列”窗格）移到左窗格（“可用列”窗格）中，请单击

。

。

14. 可选：要重命名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的某一列，请选择该列，点击编辑滑块

使其打开，然后键入新的列名。

15. 可选：要重新排列右窗格（“显示列”窗格）中的某一列，请选择该列，然后选择以

下选项之一：
•
•

- 将列移到显示内容的顶部。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上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到底部。

16. 可选：单击排序以对显示列窗格中的列按升序或降序进行排序。
17. 单击确定或

以保存并更新视图定义。

18. 可选：要删除视图，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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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数据
另请参阅：
•

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 Oracle Fusion Cloud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

将预算修订与预算控制集成

•

集成 Oracle NetSuite

•

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

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 Oracle Fusion Cloud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关于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

可以将 EPM Planning 项目模块（项目）与 Oracle Fusion Cloud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集
成，以执行组织规划和预算以及执行项目。使用 EPM Planning 项目制定战略性公司规划和预
算，并使用项目管理执行和收集已批准项目的成本。然后，使用 EPM Planning 项目将实际成
本包含在预算分析、预测和重新规划中。

通过这种双向集成，您通常可以使用 EPM Planning 项目开发新项目、创建项目预算以及进行
总体项目规划。然后，使用项目管理捕获实际值。将实际值引入 EPM Planning 项目以进行预
算差异分析。

通过这种集成，在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中都可以看到相同的间接项目和资本项目
（具体取决于同步的节奏）。功能包括：
•
•
•

•

将在 EPM Planning 项目中创建的项目和预算传输到项目管理。战略性预算在项目管理中
作为资源种类级别的基线预算创建。

使用预算审批验证可以验证项目经理创建的详细预算以及在 EPM Planning 项目中创建的
战略性预算（可选）。
在资源种类级别，将实际成本金额从项目管理传输到 EPM Planning 项目。

在资源种类级别，将重新规划的预算从 EPM Planning 项目传输到项目管理。

可以使用数据管理和数据集成驱动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之间的数据集成。数据管理
和数据集成提供了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使 EPM Planning 项目客户可以应用从项目管理数据
模型到目标维的预定义映射。您还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并扩展这些集成（例如，通过应用其他
映射）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有关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集成的其他信息，请参阅：《项目的统一规划预算执行与
分析白皮书》（文档 ID 2739200.1）。

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的流程说明

数据集成提供了一种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够为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之间
的双向集成应用预定义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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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可以自定义和扩展这些集成，例如，当他们需要对业务单位使用不同的日历而不是
主分类帐日历中的默认项目会计日历时。
您必须获得服务管理员角色，才能执行以下大部分任务。有关 EPM 角色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了解预定义角色”。
概括地说，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的步骤如下：
1.

启用 EPM Planning 并完成 EPM Planning 项目中的所有设置和配置要求。

2.

分配使用该功能所需的安全权限和作业角色。

有关设置和执行集成的详细步骤，请参阅“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
此步骤要求您已获得 BI Publisher 权限，以及“项目和预算基于文件的数据导入进
程”安全角色。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EPM 云与项目管理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3.

在数据管理中，选择源系统并完成以下操作：

a.
b.

添加项目管理作为源系统，并将应用程序类型识别为 Oracle ERP Cloud。

配置并测试源连接。

此步骤要求您指定 Oracle ERP Cloud 的连接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和服务
URL。

如果仅为用户分配了项目管理角色，但没有为 GL 集成角色进行设置时，此步
骤的测试连接部分会失败。但是，集成会仅以项目管理角色运行。

有关 GL 集成角色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4.

使用 OEP_PFP 输入多维数据集或所有输入多维数据集注册主要 EPM Planning 项
目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5.

在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中，验证项目、项目元素
和资源种类维是否已归类到适当的维分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中的项目维分类”。

6.

7.

使用 PFP_REP 多维数据集，将报表规划类型应用程序注册为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报告类型应用程序”。
注册维应用程序。

只有“实体”和“自定义”维是必需的。注册后，可以选择删除其他维类型，如“帐户”、
“方案”和“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维应用程序”。

8.

在应用程序页上，验证应用程序列表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a.
b.
c.

主要的 EPM Planning 项目
报表类型
维

如果上述任何应用程序尚未注册，则集成的初始化将失败。

9.

在应用程序页中，单击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右侧的
始化集成。

，然后选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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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初始化集成页上，选择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PPM) 初始化类型、与 Oracle

ERP Cloud 的连接以及用于指定集成迭代的任何前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初始化集成”。

此过程可创建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所需的所有开箱即用的集成定义，包
括：
•

导出项目预算

•

导出项目

•

导入项目实际值

•
•
•
•
•

已导出项目状态同步
导入项目预算
导入项目组织
导入项目

已导入项目状态同步

有关初始化后创建的集成定义的说明，请参阅“集成定义引用”。

11. 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多个集成定义，则定义以下集成定义所需的映射：

•

已导出项目状态同步

•

导入实际值

•
•
•

导出项目预算
导入预算

导入项目属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初始化后映射”

12. 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其他自定义维，则在数据集成的“映射维”页中定义这些维的所需映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自定义维”。

13. 添加期间映射，以定义集成期间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之间的期间和年份关系。

默认情况下，会在应用程序创建过程中自动设置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之间的期
间映射。对于集成，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都使用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期间映射
中所设置的默认日历。

如果需要添加或修改期间映射，可以使用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应用程序”映射和“源”映射选
项来自定义期间映射。期间映射可以在两个级别进行定义：
•
•

应用程序期间映射用于定义在将预算导出到项目管理中时使用的任何特殊期间映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应用程序映射”。

为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中的实际值和预算创建日历期间映射时必需使用源
期间映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源映射”。

EPM Cloud 到项目管理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的项目管理安全角色要求包括：
•
•

BI Publisher 安全性

项目和预算基于文件的数据导入过程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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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Publisher 安全性

要运行在此集成中使用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您需要以下角
色：
角色名称

角色代码

获取项目设置

PJF_GET_PROJECT_SETUPS_PRIV_OBI

将项目数据导入第三方软件

PJF_IMPORT_PROJECT_INTO_THIRD_PARTY
_SOFTWARE_PRIV_OBI

项目和预算基于文件的数据导入过程的安全性

要运行在此功能中使用的项目和预算基于文件的数据导入 (FBDI) 进程，需要以下权
限：
项目和预算 FBDI 进程角色包括：
权限名称

运行导入项目进程

运行导入项目预算进程

权限代码

PJF_RUN_IMPORT_PROJECT_PROCESS_PRIV
PJO_RUN_IMPORT_PROJECT_BUDGET_PRO
CESS_PRIV

角色名称和代码包括：
角色名称

运行导入项目进程
运行导入项目预算进程

角色代码

PJF_RUN_IMPORT_PROJECT_PROCESS_PRIV
_OBI
PJO_RUN_IMPORT_PROJECT_BUDGET_PRO
CESS_PRIV_OBI

责任名称和代码包括：
责任名称

FSCM 加载接口管理

注册项目管理源

责任代码

ORA_FUN_FSCM_LOAD_INTERFACE_ADMI
N_DUTY

在集成来自项目管理的源时，您首先创建并注册源系统，然后指定应用程序类型：
Oracle ERP Cloud。
要添加项目管理作为源：
1.

2.
3.
4.

启动数据管理。

在设置选项卡的注册下，选择源系统。

在源系统中，单击添加。

输入源系统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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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源系统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b.

在源系统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输入想要用于项目管理源的名称（如项目管理）。

c.

在源系统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d.

使 Fusion Budgetary Control 保持取消选中状态。

e.
f.

将穿透钻取 URL 保留为空。

将应用程序筛选器保留为空。

5.

单击配置源连接。

6.

在用户名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用户名。

源连接配置存储 Oracle ERP Cloud 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服务 URL。

输入启动处理请求的 Oracle ERP Cloud 用户的名称，这些请求需要在 EPM Planning 项
目和项目管理之间发送信息。

注：

Web 服务要求您使用本地用户名和密码，而不是使用单点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7.

在密码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码。

8.

在服务 URL 中，输入 Fusion Web 服务的服务器信息。例如，输入： https://server。

9.

只要更改 Oracle ERP Cloud 密码，就必须更新此密码。
单击测试连接。

如果用户只具有项目管理角色，则“测试连接”步骤将失败。此外，还应为用户设置 GL 集成
角色。但是，集成会仅以项目管理角色运行。
有关 GL 集成角色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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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配置。

此时将显示确认消息“已成功配置源系统 [源系统名称]”。

定义集成

11. 单击保存。

相关链接：
•

注册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中的项目维分类

•

注册维应用程序

•

注册报告类型应用程序

注册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定义集成的第一步是注册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并从 EPM Planning 项目
模块中选择输入多维数据集。
要注册 EPM 本地应用程序：

1.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 EPM 本地。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主要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输入多维数据集 - OEP_PFP。

OEP_PFP 输入多维数据集具有适用于 Project Financial Planning (PFP) 的唯一
维。要显示输入多维数据集的所有维，请选择所有输入多维数据集。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如果要为开箱即用的集成注册应用程序，则无需指定前缀。

前缀与应用程序名称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

如果想要将应用程序名称与所选集成相关联，通常需要为应用程序名称添加前缀。
可以创建多个集成定义来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例如，您可以有一个集成引用项目
管理中的默认日历期间，而另一个集成具有备用日历的自定义映射。如果要初始化
开箱即用的集成，则无需指定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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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在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中对项目维进行分类

定义集成定义的第二步是在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中对项目、项目元素和资源种类维进
行重新分类。当在 Planning 中对维的默认名称进行了重命名时，必须执行此操作。要使数据
集成识别正确的维，请将维分类为“项目”、“项目元素”和“资源种类”，以便它们与项目管理中的
相同维相对应。
要对“项目”、“项目元素”和“资源种类”维进行归类：
1.
2.

3.
4.
5.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右侧的
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

从维名称行中选择项目，然后从维分类下拉列表中选择项目。

从维名称行中选择项目元素，然后从维分类下拉列表中选择项目元素。

从维名称行中选择资源种类，然后从维分类下拉列表中选择资源种类。
单击保存。

集成定义的其余应用程序维不需要重新分类。
集成定义所需的维分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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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报告类型应用程序

定义集成定义的第三步是注册“报表类型”（项目报表多维数据集 (PFP_REP)）应用程
序。
要注册“报表类型”应用程序：
1.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 EPM 本地。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报表多维数据集 - PFP_REP 输入多维数据集。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为 OEP_PFP 输入多维数据集应用程序选择的相同前缀。
如果要为开箱即用的集成注册应用程序，则无需指定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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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

注册维应用程序

定义集成定义的第四步是注册“维”应用程序，其中包括：
•

•

自定义维

实体、项目、作业、员工、材料等的现有自定义成员（如适用）

•

用于在任何自定义应用程序中创建成员的项目维元数据信息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要注册“维”应用程序：

2.
3.
4.
5.

6.

初始化集成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维。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为 OEP_PFP 输入多维数据集应用程序选择的相同前缀。

如果要为开箱即用的集成注册应用程序，则无需指定前缀。

单击确定。

初始化集成可创建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所需的所有开箱即用的集成定义。

初始化集成之前，请确保在数据集成中注册了以下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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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主要的 EPM Planning 项目

报表类型
维

在以下示例中，"EPBCS" 是主要的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EPBCS-PFP_REP" 是
“报表类型”应用程序，"EPBCS - Custom" 是“维”应用程序。

要初始化集成：
1.
2.
3.

4.

5.

在应用程序页中，单击主要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右侧的
始化集成。

，然后选择初

从初始化集成页的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PPM)。

从连接中，选择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集成的源系统连接名称设置。

此连接已在源系统注册中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项目管理源”。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使用多个集成定义时集成定义的前缀。

您为集成定义添加前缀，以将其与其他集成定义区分开。可以创建多个集成定义来
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例如，您可以有一个集成引用项目管理中的默认日历期间，
而另一个集成具有备用日历的自定义映射。如果要初始化开箱即用的集成，则无需
指定前缀。
单击确定。

开箱即用的数据源应用程序将加载到“应用程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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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初始化后创建的集成定义的说明，请参阅“集成定义引用”。

集成定义引用

成功完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集成的初始化之后，数据集成会将以下开箱即用的集
成定义加载到“应用程序”页。
集成定义

说明

导出项目

将已批准项目从 EPM Planning 项目导出到项目管
理。

导出项目预算

已导出项目状态同步
导入项目实际值
导入项目预算
导入项目组织
导入项目属性
导入项目
已导入项目状态同步

初始化后映射

将已批准项目的预算从 EPM Planning 项目导出到
项目管理。
更新已将预算导出到项目管理的项目的 EPM
Planning 项目中的集成状态。
“导出项目预算”完成后会自动启动。

从项目管理中导入 EPM Planning 项目中存在的项
目的实际值。

从项目管理中导入 EPM Planning 项目中存在的项
目的预算。
将实体层次从项目管理导入到 EPM Planning 项
目。

从项目管理中导入项目时，从项目管理中导入项目
属性，如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导入项目”完成后会自动启动。

从项目管理中导入 EPM Planning 项目中还不存在
的项目。

当项目已从项目管理成功导入到 EPM Planning 项
目时，状态将标记为已在 EPM Planning 项目中集
成。
“导入项目预算”完成后会自动启动。

初始化后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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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个集成定义可以跨多种货币、会计期间和组织边界管理项目集成。您可以通过使
用不同的名称为集成定义添加前缀，然后将其与唯一的日历相关联来创建多个集成定
义。在这种情况下，您还需要进一步定义每个集成定义中的设置，以标识集成所特有的
唯一值，如业务单位、货币或日历。

例如，假设您已将出口业务和国内销售业务设置为两个独立的业务单位：“出口”和“国内
销售”。“出口”业务单位使用的会计期间可以不同于为国内销售选择的会计期间。在这种
情况下，管理员需要显式定义用于集成定义的实体或业务单位。
您可以通过单击“集成”页上集成项目定义文件旁边的
并选择“选项”来添加或修改映
射。然后，从“编辑集成”页中，选择“选项”或“筛选器”选项卡。

下表描述了项目集成定义文件，您可能需要在其中根据集成定义来定义特定的设置。
项目集成定义名称

映射要求

导出项目预算

在筛选器选项卡上，将预定义“组织”筛选条件中
使用的“实体”值替换为与特定集成定义关联的业
务单位。

导出项目

导出项目实际值

在筛选器选项卡上，将“值”字段中的“实体”值替
换为与特定集成定义关联的业务单位。

例如，如果集成定义的筛选条件显示：
@ILvl0Descendants("OEP_Total Entity")，
且业务单位为“国内销售”，则将 ("OEP_Total
Entity") 替换为 ("OEP_Domestic Sales")。

在选项选项卡的期间映射类型中，选择显式。
然后从日历下拉列表中，选择用于导出项目实
际值的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如果日历字段为空，则只要“EPM Planning 项
目”与项目管理之间存在映射，便会导出所有实
际值。
导入项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源映射”。

在筛选器选项卡上，在“值”字段中指定用于特定
集成定义的“业务单位”值。

在过去项目的最长存在时间 (天) 中，指定用于
将活动项目和已关闭项目都包含在集成定义中
的天数。

导入项目预算

例如，如果您输入值 10，则项目包括过去 10
天内完成的项目。但是，如果您输入 365，则
会迁移过去一年内的项目，但不会迁移一年前
的项目。

在筛选器选项卡上，在“值”字段中指定用于特定
集成定义的“业务单位”值。
在过去项目的最长存在时间 (天) 中，如果存在
多种货币，您可以选择包括处于活动状态的过
去项目。这可以通过指出要包括的过去天数来
实现。默认情况下，将该值视为 "0"。导入时将
仅考虑完成日期为今天或更晚（而不是更早）
的项目。系统会始终导入所有活动的未来结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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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集成定义名称
导入项目实际值

映射要求

在筛选器选项卡的值字段中指定会计日历名
称。

在选项选项卡的期间映射类型中，选择显式。
然后从日历下拉列表中，选择用于导出项目实
际值的源期间映射日历的名称。

如果日历字段为空，则只要“EPM Planning 项
目”与项目管理之间存在映射，便会加载所有实
际值。
导入项目属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源映射”。

在筛选器 选项卡上，在值字段中指定用于特定
集成定义的“业务单位”值。

在过去项目的最长存在时间 (天) 中，如果存在
多种货币，您可以选择包括处于活动状态的过
去项目。这可以通过指出要包括的过去天数来
实现。默认情况下，将该值视为 "0"。导入时将
仅考虑完成日期为今天或更晚（而不是更早）
的项目。系统会始终导入所有活动的未来结束
项目。

映射自定义维

例如，如果您输入值 10，则项目包括过去 10
天内完成的项目。但是，如果您输入 365，则
会迁移过去一年内的项目，但不会迁移一年前
的项目。

如果 EPM Planning 项目或项目管理应用程序具有自定义维，则必须在集成中定义源到目标维
的所需映射。例如，如果创建了“导入项目实际值”集成定义以包含使用业务单位分类帐货币以
外的货币的项目相关业务单位，则在数据集成中的“映射维”页上映射自定义货币维。

要映射自定义维：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在左列的选择源维列中，从下拉列表选择源维的名称，以分配到右列中的目标维。

3.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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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期间映射

期间映射定义了项目管理日历与 EPM Planning 项目应用程序年或期间之间的映射。可
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定义期间映射：
•
•

默认期间处理
显式期间处理

当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使用一致的期间定义和期间命名时，使用默认期间处
理。例如，如果两个系统都使用月历，并且像 Jan-20 这样的期间名称与两个系统均匹
配，则在集成中使用“默认”期间映射类型。无需其他映射。
当 EPM Planning 项目和项目管理期间定义或期间命名约定不同时，使用显式期间处
理。在这种情况下，n 您必须定义“应用程序期间”和“源期间”映射。

•
•

使用“应用程序期间映射”定义在项目管理中使用的“期间名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定义应用程序映射”。

使用“源期间映射”定义 EPM Planning 项目与项目管理中各期间之间的映射。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源映射”。

定义应用程序映射

使用应用程序映射可以为项目管理预算导出目标应用程序指定应用程序期间映射。在此
处创建的映射仅适用于单个项目管理导出目标应用程序。如果没有为导出目标应用程序
选择应用程序映射，则系统将使用在全局映射中为期间定义的全局映射。

注：

在项目管理中，支持 12 个期间的会计日历，包括月历、4-4-5、5-4-4 和
4-5-4。不支持 4-4-4 会计日历。
要为应用程序创建期间映射：
1.
2.
3.
4.

启动数据管理。

在设置选项卡的集成设置下，选择期间映射。

选择应用程序映射选项卡。

在目标应用程序中，选择要为其添加或修改应用程序期间映射的目标应用程序项目
预算导出目标应用程序。

例如，如果使用多个集成作业，当使用多个日历时，您必须选择在初始化中创建的
项目预算导出目标应用程序的名称，然后指定期间映射。例如，如果为 "45_Project
Budgets Export" 集成设置了唯一日历，请从目标应用程序下拉列表中选择此名称，
如下所示。

12-14

第 12 章

集成 EPM Planning 项目和 Oracle Fusion Cloud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5.

单击添加。

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在项目预算导出目标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映射中未使用的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6.

选择要添加的项目管理期间，然后单击确定。

7.

在应用程序选项卡上，为在步骤 6 中选择的期间选择期间键。

8.

例如，可以选择 Jan-20。

如果要覆盖在全局映射中为期间定义的期间名称，请在期间名称中输入与项目管理期间对
应的期间名称。否则，系统将使用在全局映射中为期间定义的时段名称。

例如，如果期间名称在数据管理中显示为 Jan-20，则可以将其更改为 January-20，只要
在项目管理中名称是这样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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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目标期间月份中输入目标期间月份。

目标期间月份是所有数据管理应用程序映射的必填项，但它不影响在导出到项目管
理中所使用的期间名称。

10. 单击保存。

应用源映射

您必须具有源映射才能创建实际值与预算之间的期间映射。如果已初始化单独的集成以
在项目管理中包含多个会计日历，则必须为每个集成定义定义源期间映射。

“源映射”选项卡包含两个区域：
•

•

主区域 - 选择源系统和映射类型。

网格 - 定义期间映射。只能为在“全局映射”中定义的期间定义映射。无法在此选项卡
上创建新的数据管理期间。

注：

在运行集成之前，可以在“默认”期间映射与“显式”期间映射之间进行选择。如
果选择“源期间”映射，则将基于期间键和上一期间来映射源期间。
要创建源映射：
1.
2.

启动数据管理。

在设置选项卡的集成设置下，选择期间映射。

3.

选择源映射选项卡。

4.

在源系统中，当创建实际值和预算时为项目管理源选择数据源。

5.
6.

在映射类型中，选择显式。

单击添加。

此时将显示“搜索并选择: 期间键”页。本页列出了在源应用程序的源映射中未使用的
所有全局映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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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要添加的期间，然后单击确定。

8.

在源映射选项卡上，输入源系统期间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9.

例如，可以选择 Jan-20。

输入源系统期间键以标识 EPM Planning 项目期间。

10. 输入源系统日历名称以标识映射。

11. 在 GL 期间中，输入项目管理名称。
12. 可选：输入映射的说明。
13. 单击保存。

提示：

要删除某个映射，请选择该映射，然后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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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预算修订与预算控制

如果要从总帐报告预算与实际，则需要将预算回写到 Oracle General Ledger。如果要
以联机方式验证支出，则需要将预算回写到预算控制。

本节中的过程用于以下操作：将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预算修订功能编制的预算修订回写到预算控制，以自动更新总帐和预算控制
中的 EPM 类型控制预算中的预算。

过程说明

此过程不用于以下操作：将使用 Planning 和预测功能编制的原始和修订预算回写到
Oracle General Ledger 和预算控制。

概括地说，要准备将预算修订从 EPM Planning 财务加载到预算控制，需在数据集成中
完成的步骤如下：
1.

2.

3.

完成 Planning 和 Planning 预算修订与预算控制之间的设置集成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planning-budgetingcloud/epbca/fin_budget_adjustment_setup_102x2f7be273.html”
注册以 OEP_FS 作为输入多维数据集的应用程序。

通过此步骤，您可以注册 Planning 预算修订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存储对预算进行
的准备或修订，然后将其加载到预算控制中。此应用程序名称在名称之后附加
"BAR"，如 "PRCVisionCityControlB_BAR"

将预算控制注册为数据源，指定要使用的连接，然后将预算控制余额 Essbase 多维
数据集导入到数据集成中。
“导入应用程序”按钮会将预算控制余额 Essbase 多维数据集送入数据集成，将其作
为预算控制目标应用程序。每个预算控制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控制预算维成员均代表
预算控制中的控制预算，用于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加载数据并向其回写数据。
请参阅“将预算控制注册为数据源并导入应用程序”。

4.

通过选择数据导出类别来注册预算调整修订，再选择预算调整修订类型，然后为应
用程序选择预算控制 Essbase 多维数据集。
这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名称后附加 "BAR"，如
"PRCVisionCityControlB_BAR"。

请参阅“注册预算调整请求”。

5.

将 Planning 预算修订注册为数据源（它存储了预算编制或修订），然后将其加载
到预算控制中。
请参阅“注册 Planning 预算修订”。

6.

7.

可选：如果使用迁移从另一个环境迁移应用程序，则必须从源导入“控制预算”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请选择预算控制 Essbase 应用程序，然后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刷
新成员选项。

在常规页上，创建 Planning 预算修订源应用程序与预算调整请求之间的集成。
请参阅“集成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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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映射维页上，通过将维从 Planning 预算修订源映射到预算调整请求来创建导入格式。
在此步骤中，您将 Planning 预算修订维映射到预算调整请求维。

请参阅“映射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维”。

9.

可选：映射其他属性列，您可以将选定的 EPM Planning 财务源中的值导入到这些属性
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自定义预算修订属性”。

10. 在选项页上，选择期间映射。

期间映射定义 EPM Planning 财务与预算控制之间的映射。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定义期间
映射：
•
•

默认期间处理
显式期间处理

当 EPM Planning 财务和预算控制使用一致的期间定义和期间命名时，选择默认期间处
理。例如，如果两个系统都使用月历，并且像 Jan-20 这样的期间名称与两个系统均匹
配，则在集成中使用“默认”期间映射类型。无需其他映射。

当 EPM Planning 财务和预算控制期间定义或期间命名约定不同时，使用显式期间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选择与显式源期间映射相关联的日历。
请参阅“定义预算调整选项”。

关于 EPM Planning 财务预算修订与预算控制的集成，请注意以下几点：

•

•
•

您不能使用 EPM Planning 财务到预算控制的成员映射。只能使用导入表达式来添加前缀
或为额外维指定常量值。

您不能从数据集成中的“运行集成”页执行 EPM Planning 财务到预算控制的集成。执行“资
金检查”或“资金保留”操作时，仅从 EPM Planning 财务调用运行集成步骤。
您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 EPM Planning 财务到预算控制的集成结果。

注册以 OEP_FS 作为输入多维数据集的 Planning 应用程序
要注册以 OEP_FS 作为输入多维数据集的 Planning 应用程序：

1.
2.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 EPM 本地。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与 OEP_FS 多维数据集相关联的 Planning 应用程序。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输入多维数据集 - OEP_FS。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7.

单击确定。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注册 Oracle ERP Cloud 源系统

在集成 Planning 预算修订与预算调整请求时，首先创建类型为 Oracle ERP Cloud 的源系
统，然后指定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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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Oracle ERP Cloud 添加为源系统类型：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可选）通过单击

3.
4.

（应用程序群集）。

，然后从应用程序选择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配置连接”图标）。

5.

从

6.

在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7.
8.

9.

，可以启动数据集成。

（“添加”下拉图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在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在服务 URL 中，输入 Web 服务的服务器信息。

例如，输入 https://server。

在用户名中，输入预算控制用户名。

输入启动处理请求的 Oracle ERP Cloud 用户的名称，这些请求需要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与 Oracle ERP Cloud 之间发送信息。
此用户必须分配有“预算经理”作业角色。

10. 在密码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码。

只要更改了 Oracle ERP Cloud 密码，就必须更新此密码。

11. 单击测试连接。

正确测试连接后，将显示信息消息“连接到 [源系统名称]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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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确定。

将预算控制注册为数据源并导入应用程序

此步骤显示如何将预算控制注册为数据源，以及如何导入预算控制应用程序。

要将预算控制注册为数据源并将预算控制余额 Essbase 多维数据集导入到数据集成中：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3.
4.

（应用程序群集）。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注：

确保在“应用程序”页而不是主页上单击

5.
6.
7.
8.
9.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从连接中，选择用于连接到 Oracle ERP Cloud 的连接名称。
启用 Budgetary Control。
单击导入应用程序。

“导入应用程序”按钮会将预算控制余额 Essbase 多维数据集送入数据集成，将其作为预算
控制目标应用程序。每个预算控制目标应用程序中的控制预算维成员均代表预算控制中的
控制预算，用于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加载数据并向其回
写数据。

提示：

当控制预算维发生更改或添加新的控制预算时，必须重新运行“导入应用程序”。

控制预算余额存储在 Essbase 多维数据集中。要获取控制预算的多维数据集名
称，请将鼠标悬停在“管理控制预算”页中的控制预算名称上。预算控制多维数据
集的名称将用作目标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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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确定。

注册 Planning 预算修订

通过此步骤，您可以从 EPM Planning 财务中注册 Planning 预算修订。
要注册 Planning 预算修订应用程序：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3.
4.

（应用程序群集）。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注：

确保在“应用程序”页而不是主页上单击

5.
6.
7.
8.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

从类型中，选择 Planning 预算修订。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后缀为 OEP_FS 的 Planning 输入多维立方体。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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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确定。

注册预算调整请求

此步骤允许您注册预算调整请求功能，已批准的 Planning 预算修订中的修订将加载到该请
求。
要注册预算调整请求：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3.
4.
5.
6.
7.
8.

9.

（应用程序群集）。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查询。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添加”图标）。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单击类别，然后选择数据导出。
从类型中，选择预算调整请求。

从应用程序中，选择预算控制多维数据集的名称。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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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

将 EPM Planning 财务中已批准预算的 Planning 预算修订集成到预算调整请求中。通过
集成，您只需选择 Planning 预算修订应用程序并指定目标“预算调整请求”，然后设置应
用程序之间的映射即可。
要创建集成：

。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2.

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预算修订的集成的名称和说明。

“常规”页显示在“创建集成”视图中。

在 EPM Planning 财务中，集成的名称在连接中用作参数，如下面的值参数所示。

当多个控制预算共享同一个多维数据集时，可以使用同一个映射添加具有控制预算
名称的附加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设置 EPM Planning 财务和预算控制之间的集成 ”。

3.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4.

单击

5.

（选择源）。

从选择源页中，选择 Planning 预算修订应用程序。

Planning 预算修订应用程序的名称是在应用程序名称后面加后缀 "_BAR"，如
"OEP_FS_BAR"。

源系统“Planning 预算修订源系统”在数据集成中注册，并显示在选择源页上，带有

.
6.

单击

图标。

（选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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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上一步中创建的目标。
7.

从选择目标页中，选择预算控制多维数据集应用程序。
目标应用程序显示在选择目标页上，带有

预算控制以 "_BAR" 为后缀。

8.

9.

图标。

在位置属性的本位币下，指定用于预算修订的货币。

例如，要指定美元，请指定 USD。
单击保存并继续。
下一步是映射维。

映射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维

在 Planning 预算修订与预算调整请求相集成的过程中，您可以将 EPM Planning 财务维映射到
预算控制目标维。您还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并扩展这些集成（例如，通过应用表达式）来满足
您的业务需求。
要映射维：
1.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单击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集成右侧的
映射维。

2.

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在类型中，选择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然后单击保存以刷新行。

4.

，然后选择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在映射网格中，通过完成以下操作，将源数据加载文件中的源列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
维：
a.
b.
c.

在选择源维中，指定要分配给预算调整请求目标维的 Planning 预算修订源维的名称。
将规划元素映射到规划元素，将期间映射到规划期间，将年映射到计划年度。
为每个预算控制维添加一个“目标维”表达式。最常见用例的典型表达式是：
•

Copysource - 在预算控制中使用与 EPM Planning 财务中的成员相同的名称

•

Constant - 为预算控制中的额外维分配常量值。

•

LTrim - 删除 EPM Planning 财务中使用的前缀。

这是必需的步骤 - 必须将源映射到目标并添加目标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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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保存。

映射自定义预算修订属性

可以映射其他属性列，以便将选定 EPM Planning 财务源中的值导入到其中。在处理过
程中，可通过在表达式字段中输入属性值来添加值。
要映射自定义预算调整修订属性：

1.

从主页中，单击

2.

单击

3.
4.

（应用程序群集）。

（数据交换图标），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中，单击预算调整修订应用程序右侧的
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

预算调整修订应用程序与数据导出类别相关联。

5.

在属性字符 1 -10 中，映射任意其他属性，然后单击保存。

在以下示例中，已将 Header Number 添加到属性字符 1 值。

定义预算调整选项

选项用于定义 Planning 预算修订和预算调整请求集成中使用的期间映射的类型。您可
以使用默认期间映射或显式期间映射。请注意，只能在“选项”中选择周期映射类型。所
有其他选项均已预先选择，无法更改。

提示：

检查日期映射是否与控制预算期间和财政年度一致，您可能需要修改自动创建
的映射
要指定选项：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选项。

从期间映射类型中，选择期间的映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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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选项：
•

•

默认 - 该集成使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期间键和上一期间键来确定运行该集成时映射到
每个数据管理期间的源总帐期间。

在创建应用程序期间，将自动设置 Planning 预算修订与预算调整请求之间的默认期间
映射。

显式 - 如果在 EPM Planning 财务期间和预算控制期间类型不同时可以使用显式期间映
射，集成将使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显式期间映射。例如，EPM Planning 财务为每月，
预算控制为每季度。
显式映射使用源系统选项中的日历期间进行设置。您可以从“日历”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
于集成的实际日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源映射。”

3.
4.

从日历中，选择用于在 Planning 预算修订与预算调整请求之间集成数据的源期间映射日历
的名称。

单击保存。

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

您可以使用数据集成作为集成机制从 Oracle ERP Cloud 中提取数据子集，而无需直接连接到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源。使用此功能，可以从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或供应链中的数
据源导入数据。

为此，请使用基于数据源适配器的框架，该框架从作为数据源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中查询数据。BI Publisher 直接从 Fusion Financials 数据库表中提取 Oracle
ERP Cloud 数据。Oracle ERP Cloud 中的任何类型的记录都可以包含在查询中，也可以作为
查询的基础。当系统将数据送入数据集成时，数据和元数据可以随后映射并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您可以使用预打包查询或自定义 BI Publisher 报表来定义自己的报表参数，以便从 Oracle
ERP Cloud 中提取数据。

使用预打包查询集成 Oracle ERP Cloud 数据的过程说明

数据集成附带有预打包查询，这些查询利用 Oracle ERP Cloud 提供的植入数据提取作为数据
源。

有关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12.2.1.3.0"。
以下是使用数据集成附带的预打包查询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的步骤。
1.
2.

Oracle ERP Cloud 集成要求您对 Oracle ERP Cloud 具有权限或用户角色以及数据访问权
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为源系统类型 Oracle ERP Cloud 注册源系统并指定用户凭据。
此步骤包括指定连接详细信息并测试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3.

将应用程序注册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应用程序类型并保存。
源列将从已上传的文件提取中自动填充。

请参阅“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4.

在“应用程序筛选器”的集成选项中提供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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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定义任何必要的筛选器，以限制 BI Publisher 提取返回的数据量。筛选器
可确保实现最佳加载性能。

5.

通过构建导入格式，设置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与目标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映
射。
请参阅“映射维”。

6.
7.

8.
9.

定义用于关联导入格式的位置。

在源和目标之间映射维。
请参阅“映射维”。

将成员从源映射到目标。
请参阅“映射成员”。

选择任何源和目标选项。

请参阅“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10. 运行集成。

请参阅“运行集成”。

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Oracle ERP Cloud 源连接可用于注册和管理以下数据源：
•

Oracle ERP Cloud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平均）

•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

•
•
•
•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项目管理

预算控制承诺、债务、开支和回写数据源。预算审核数据源

要创建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在连接页上，从

（“配置连接”图标）。

（“添加”下拉图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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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在名称中，输入源系统名称。

在说明中，输入源系统的说明。

在服务 URL 中，输入 Web 服务的服务器信息。

在用户名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用户名。

输入启动处理请求的 Oracle ERP Cloud 用户的名称，这些请求需要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与 Oracle ERP Cloud 之间发送信息。此用户必须分配
有某个 Oracle General Ledger 作业角色，例如“财务分析师”、“总会计师”或“总会计经
理”。

8.

在密码中，输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码。

9.

单击测试连接。

只要更改了 Oracle ERP Cloud 密码，就必须更新此密码。
正确测试连接后，将显示信息消息“连接到 [源系统名称] 成功”。

10. 单击确定。

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您可以从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中提取非总帐数据，并将其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通过这些类型的数据源，您可以定义由数据集成引用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提取，以直接从 Oracle ERP Cloud 源（如应付帐
款、应收帐款、固定资产和供应链）中提取数据。
数据集成提供对 Oracle ERP Cloud 源的预打包查询，包括：
•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12-29

第 12 章

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
•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 平均）

此外，还可以针对 BI Publisher 数据提取创建和运行自定义查询。这种情况下，可以在
数据集成中使用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数据源适配器从 BI Publisher 导入源
CSV 文件，然后设置要使用的报表参数。

注：

与 Oracle ERP Cloud 的集成要求您对所有 ERP 分类帐具有权限或用户角色
以及数据访问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全角
色要求”。

必须使用系统类型 Oracle ERP Cloud 为数据集成数据源注册源系统，并指定
用户凭据。此步骤包括指定连接详细信息并测试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要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预打包的 Oracle ERP Cloud 查询类型。
可用的 Oracle ERP Cloud 类型：
•

Oracle ERP Cloud（应付帐款事务）

•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 平均）

•
•

Oracle ERP Cloud（应收帐款事务）

Oracle ERP Cloud（试算平衡表）

在应用程序中显示的预打包应用程序的名称取决于在此字段中选择的预打包 Oracle
ERP Cloud 查询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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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将应用程序筛选器应用于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

当您选择针对 Oracle ERP Cloud 源的预打包查询时，所有应用程序筛选器都是预先定义的。
但是，您可以在集成选项中提供输入值。
当需要在运行集成或应用程序级别定义实际参数值时，可以选择动态筛选器，以将其定义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的报表参数。

动态筛选器的一个示例为“货币类型”，还可以选择：“输入货币”、“统计”或“合计”。

您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此外还可以指定要返回的确切值。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通过将报表参数列表中的静态参数值替换为括在 $$ 表示法内的参数值
来更改该值。这种类型的筛选器适用于分类帐 ID 参数和期间参数。
例如，可以将静态参数值 argument1 = $LEDGER_NAME$ 作为参数添加到“报表参数列表”。

在“编辑选项”页上，已为该参数输入显示名称。这是在“选项”页上显示的名称：

以下是集成定义中的参数在“选项”选项卡上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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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两个预定义的参数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选择使
用 POV 中数据格式的特定期间。有关使用这两个参数的信息，请参阅“从 Oracle ERP
Cloud 中选择期间报表参数”。

为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添加筛选器。
1.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右侧的
项。

2.

从编辑选项页中，单击添加 (

3.

通过完成以下步骤选择要传递的任何参数：

此时将显示一个空白输入行。
a.
b.

c.

，然后选择编辑选

)。

在名称字段中，指定参数的名称。

在显示提示中，为数据管理中的源选项选项卡或数据集成中的编辑集成页中的
筛选器输入显示提示的名称。
在显示顺序中，为源选项或编辑集成页上的筛选器指定显示顺序。

如果此字段为空，则无法显示该自定义筛选器，将使用默认值作为筛选器值。

例如，输入 99 将在筛选器列表中的第 99 个位置序列或位置处显示该筛选器。
显示顺序按从低到高列出。

d.
e.

在属性级别下拉列表中，选择参数（应用程序和/或集成）的显示级别，以指示
在哪个级别显示筛选器。

要提供使用查找类型列出的值的下拉列表，请在验证类型中选择以下项之一
•

无

•

查找验证

•
•
•
•
•
•

数字

查找不验证
是/否
日期
查询

选择列表 - 可以在“验证对象”字段中输入值列表。每个值都在新的一行中输
入。“选项”页上的值列表 (LOV) 将以列表形式显示值。

例如，要将“仅已取消的发票”选项设置为“否”，请在仅已取消的发票的参数字段
中选择否。
f.

在验证对象中，输入要按类型验证的查找对象的列表。

要输入值列表，如果已选择上面的选择列表验证类型，则单击
“验证对象”页上输入值列表，再单击确定。

，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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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条件列表中，基于以下一个或所有条件提供条件列表：

•

EQ (Equal)

•

Like

•

IN

条件值可以是 Equal、Like 或 In。条件值以下拉列表的形式存储在 CONDITION_LIST 字
段中。如果值为 EQ,IN，则“条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 Equal 和 In。如果值为 EQ LIKE，则
下拉列表中仅显示 Equal、Like。EQ,IN,LIKE 的任意组合存储在该字段中。如果“条件”列
表中仅提供一个值，则无法更改此条件。默认值为 EQ。指定多个条件时，将逗号作为条件
的前缀。例如，要使用 IN 和 LIKE 条件，请输入：,IN,LIKE
5.

（可选）单击保存。

从 Oracle ERP Cloud 中选择期间报表参数

从 Oracle ERP Cloud 导入数据时，您可以通过在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表示法中指定日期（使用特定日期格式）来选择提取数据的期间。

日期格式的有效值包括：
•

dd：日，此项使用一年中的第几天而不是一个月中的第几天

•

yy 或 yyyy：年

•

MM 或 MMM：月

当指定“起始输入日期”和“结束输入日期”时，以格式 (yyyy-MM-dd) 输入日期。要导入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可在“起始输入日期”字段中输入 2021-01-01 作为
报表参数，在“结束输入日期”字段中输入 2021-01-31 作为报表参数。

如果要指定单期间加载，可选择 $START_PERIODKEY$ 表示法来指示运行数据加载规则的期
间键。为在 $START_PERIODKEY$ 表示法中指定的期间导入数据。单期间加载不需要源期间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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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使用 $START_PERIODKEY[MM-yy]$ 格式选择实际期间来更改“会计期间
名称”。
运行多期间加载时，将为相应范围导入数据，并且必须在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参数列表中指定数据。为使系统将数据加载到正确的期间，源期间
映射必须与数据提取中的“年”和“期间”列完全匹配。
如果报表接受将期间作为范围，则可以使用多期间导入。如果报表仅接受期间名称
（START_PERIODKEY 参数），则多期间导入不可用。

使用自定义查询集成 Oracle ERP Cloud 数据的过程说明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查询从 Oracle ERP Cloud 提取数据，然后将其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您可以对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中的任何报表运行自定义查询，创建一个 CSV 格式的数据文件，
然后再将数据加载到 EPM 云中。在这种情况下，数据集成将执行报表以提取数据并将
其加载到 EPM 云中。
以下是通过自定义查询使用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将数据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到
EPM 云的步骤。

注：

要创建 Oracle ERP Cloud 与 EPM 云的自定义集成定义并将其注册为 ESS 作
业，请参阅“将 BI Publisher 报表注册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
1.

Oracle ERP Cloud 集成要求您对要集成的所有 ERP 分类帐具有权限或用户角色以
及数据访问权限。有关 Oracle ERP Cloud 安全角色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ERP Cloud Securing ERP》。

2.

导航至 Oracle ERP Cloud，然后单击安排新进程，执行一个 BI Publisher 报表。

3.

在搜索并选择页的名称中，选择一个报表或数据提取，然后单击确定。

只要 BI Publisher 报表可以生成 CSV 格式的输出文件，就可以选择该报表。并非
Fusion 中的所有报表都会生成 CSV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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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输入试算可以搜索试算平衡表报表。

4.

从进程详细信息中，选择数据提取或报表的参数，然后单击提交。

在下面的示例中，“分类帐”是 Vision Operations，“金额类型”是 YTD 或 PTD。

请务必确保指定“会计期间”。需要在数据集成中设置“会计期间”参数，以便可以重用报表。

注：

除非 Oracle ERP Cloud 端的选定提取具有一个或多个从 EPM 云传递的绑定参
数，否则 Oracle ERP Cloud 与 EPM 云的集成将失败。绑定参数是 SQL 语句中
实际值的占位符。绑定参数必须放在波形符 (~~) 中。例如，要使用 "Period" 作
为绑定参数，请指定：~PERIOD~。名称必须与 SQL 查询中指定的名称完全匹
配。

为此，请直接在报表中创建绑定参数，在数据模型查询中不会引用该参数。在数
据集成的“报表参数列表”中指定一个随机字符串（如 "ABC"），该字符串将传递
到在报表定义中创建的绑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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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后，“输出”部分将显示提交的结果。

5.

单击重新发布，然后在报表输出页中单击 csv。

6.

选择 CSV 输出文件并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打开。

7.

将报表保存在本地文件系统中。

8.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9.

将下载的输出文件重命名为 Appname.csv，其中 Appnam 是数据集成中“数据源”应用程序的
预期应用程序名称，它表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10.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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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12. 从文件中，单击

并导航到保存 CSV 文件的文件夹并选择它，然后单击确定。

报表会保存为目标应用程序，并会自动填充应用程序名称。

13.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14. 单击确定。

15. 单击保存。

数据集成会注册应用程序并在“维详细信息”中返回所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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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数据源应用程序旁的

17. 在连接名称中，指定源系统的名称。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例如，如果源系统的名称为“ERP 云”，则指定 ERP 云。

您还可以使用 Oracle ERP Cloud 或 GL 源系统名称，或者定义新名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Oracle ERP Cloud 连接 ”。

18. 执行方法 - 指定用于执行作业的方法。

有效选项包括：
•

•

BIP 报表 - 在同步模式下执行 BI Publisher 报表，该模式在 Oracle ERP Cloud 实例中
有约 5 分钟的超时限制。此方法适用于较小的数据集或快速执行的查询。
ESS 作业 - 在异步模式下执行 BI Publisher 报表，不受执行时间限制。

19. 报表名称 - 当执行方法为 BIP 报表时，输入报表名称和完整的报表路径。例如，输入 /

Custom/MyReport.xdo。当执行方法为 ESS 作业时，将此字段留空。

如果需要在 Oracle ERP Cloud 中查找报表名称，请完成以下步骤：
a.

导航至 Oracle ERP Cloud，查找报表，然后选择报表和分析以检索参数信息。

b.

单击浏览目录。

c.

查找并选择数据提取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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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单击更多，然后单击属性。

e.

在自定义属性部分中，向下滚动至路径字段。

f.

在数据集成中注册目标应用程序时，复制路径（和名称），然后粘贴到报表名
称字段。

20. 返回到数据集成，在报表参数列表中指定自定义查询的报表参数。

如果需要标识报表参数，请完成以下操作：

a.

导航至 Oracle ERP Cloud，在概览页中选择报表并单击重新提交。

通过此步骤，您可以查看和捕获在 BI Publisher 数据提取或报表中定义的报表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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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成一个报表参数的列表。

b.
c.

复制警告窗口中显示的报表参数。

导航到数据集成，将警告窗口中的报表参数列表粘贴到自定义查询的报表参数列表字
段。

请确保在“报表参数列表”中指定一个随机字符串（如 "ABC"），该字符串将传递到您在
报表定义中创建的绑定参数。如果用于创建报表的查询没有从 EPM 云传递绑定参数，
则 EPM 云端的进程将失败。

21. 在数据集成中，通过构建导入格式来设置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与目标应用程序之间

的集成映射。

请参阅“映射维”。

22. 定义用于关联导入格式的位置。

23. 将成员从源映射到目标。

请参阅“映射成员”。

24. 选择任何源和目标选项。

请参阅“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25. 运行集成。

请参阅“运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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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BI Publisher 报表注册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
业

如果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与 Oracle ERP Cloud 的集成
定义以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提取为基础，您可以调度集成执行
而不受执行时间限制。为此，请在集成定义中将 BI Publisher 报表注册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

注册 ESS 作业的过程说明

以下内容简要介绍了如何将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提取注册为
ESS 作业。
1.

定义数据提取 SQL。

BI Publisher 报表的源是数据模型，该模型定义了源查询和参数定义。在定义提取
之前，必须定义源提取 SQ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数据提取过程”。
2.

3.

4.

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创建数据模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创建数据模型”。

创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创建要在异步模式下运行的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

仅当在异步模式下运行提取时才需要此步骤。为提取报表创建自定义 ESS 作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

5.

使用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作为源，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创建集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EPM 云与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之间的集成定义”。

定义数据提取过程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的源是数据模型，该模型定义了源查询和查
询中使用的参数。在定义提取之前，必须定义源提取 SQL。

以下示例中的示例查询从 GL_BALANCES 表中提取给定期间的净活动以及分类帐。您
可以指定源中的任何表，但为了清晰明了和易于使用，此处的示例提供的是总帐余额。
要定义数据提取过程：

1.

使用 SQL 工具构建查询。

在该示例中，先使用 SQL 工具构建查询，然后再将其用于 BI Publisher，以便调试
结果。如果用于执行此步骤的工具不可用，则可以直接在 BI Publisher 中输入查
询。这是基本查询，并包含其他绑定变量，以便在提取过程中可以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传递期间和分类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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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绑定参数值，以便在执行查询时随查询一起传递。

除非 Oracle ERP Cloud 端的选定数据提取具有一个或多个从 EPM 云传递的绑定参数，否
则与 Oracle ERP Cloud 的集成将失败。

此处有两个绑定参数添加到查询中：

下面是查询 "Vision Services (USA)" 分类帐和期间 "Jul-20" 的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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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创建数据模型

在此步骤中，您为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提取创建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是一种对象，它包含一组供 BI Publisher 检索和构造报表数据的指令。数据模
型作为单独的对象驻留在目录中。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数据模型可以是从单个数据源检
索的一个数据集（例如，从员工表中的列返回的数据）。数据模型也可以很复杂，可包
括参数、触发器、分别输出定义以及多个数据集。
要构建数据模型：

1.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的工具下，导航到报表和分析。

2.

当 BI Publisher 打开时，单击浏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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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一个新选项卡，您可以从中创建新的数据模型。这是所有 BI Publisher 提取所
必需的，并且是 BI Publisher 报表的源。

3.

单击数据模型。

4.

从数据模型页中，选择 SQL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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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查询的名称，然后在 SQL 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标准 SQL。

6.

在 SQL 查询中，粘贴在上一节中定义的 SQL，然后单击确定。

7.

从添加参数页中，选中要包含的绑定参数，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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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动检测绑定参数。

8.

从数据模型页中，在属性的数据集中选择查询。
此时将显示查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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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属性以根据需要编辑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10. 从数据模型页中，单击数据选项卡，以通过输入绑定参数的示例值查看查询的示例

数据。

能够以树和表两种格式查看数据。

11. 单击另存为示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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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报表布局和预览报表定义需要示例数据。

12. 从数据模型菜单中，导航到参数，然后选择行排列顺序。

该顺序很重要，并且应该在报表定义中定义相同的顺序。

13. 确认行并单击保存。

14. 系统会提示您选择用于保存数据模型的位置。

15. 保存数据模型后，查看数据模型并在 BI 目录中对其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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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数据模型后，可以将其用作 BI Publisher 提取的基础。

创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在此步骤中，您创建用作数据源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提取，
以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
要创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1.

2.

在 BI Publisher 中，选择新建，然后在发布的报表下选择报表菜单选项，以创建新
报表。

在创建报表页上，单击使用数据模型以使用现有数据模型，然后从使用现有数据模
型创建报表中选择数据模型，随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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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以下页面上，保留默认值。

12-51

第 12 章

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

4.
5.

在下一页面上，取消选中页面底部的显示合计行字段。

在同一页面上，将列从左侧窗格的数据源中拖放到右侧页面的布局区，包括提取的
所有列。
显示的示例数据基于创建数据模型时生成的示例数据。

6.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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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报表保存到所需位置。

在此示例中，报表定义保存到 /Custom/EPMReport.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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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保存报表后，运行报表以确认数据显示正确。然后根据需要为绑定参数提供示例
值。

确认行排列顺序，编辑报表，并确认该顺序与数据模型相同。

10. 在编辑报表时，确保将 CSV 作为报表的默认输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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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同步模式下运行提取时，无需将默认输出格式设置为 CSV，因为将以 CSV 作
为参数调用执行。但是，在异步模式下运行时，自定义 ESS 作业需要将默认格
式设置为 CSV。
11. 要选择 CSV 作为默认输出格式，请单击以列表形式查看。

12. 从输出格式中，选中数据 (CSV)。

创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

您将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注册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作业，以在异步模式下运行集成。此模式支持调度作业，使其按特定时间间隔执行而不受超时
限制。
要创建 ESS 作业并在异步模式下运行提取：

1.

在 BI Publisher 中，导航到我的企业，然后选择设置和维护。

2.

从主题区域下拉列表中，选择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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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单击搜索。

搜索管理 Enterprise Scheduler，然后选择管理财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应用程序
的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任务定义和任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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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在管理任务定义页上，单击

以添加 ESS 作业或创建新 ESS 作业。

在管理财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应用程序的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任务定义和任
务集页上，填写以下字段：
a.

显示名称 - 为提取输入用户定义的名称。此名称显示在“已安排进程”下。

b.

名称 - 指定不包含空格和特殊字符的字母数字名称。

c.

路径 - 指定用于保存 ESS 作业的路径。

此名称用于数据集成应用程序选项中的 ESS 作业名称。
此路径创建为 /oracle/apps/ess/custom 的子文件夹。例如，如果指定 epm，则
ESS 作业路径为 /oracle/apps/ess/custom/epm。

此处输入的路径将填充数据集成应用程序选项中的 ESS 作业路径字段。
d.

7.
8.

任务应用程序名称 - 选择 FscmEss。

e.

任务类型 - 选择 BIPJobType。

f.

默认输出格式 - 选择 XML。

这是必需参数，因为数据集成只能触发 BIPJobType 类型的 ESS 作业。
除了 CSV 格式外，还会输出 XML 输出格式的参数，但不会更改 CSV 格式，并且不
会流式传输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

报表 ID - 指定“创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步骤中定义的自定义报表的报表路径。

h.

通过已安排进程执行提交 - 选中以启用此项。

例如，指定 /Custom/MyReport.xdo

此选项可用于手动调用作业，并在数据不匹配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故障排除。

在数据模型组件窗格的参数中，单击创建参数页。

为在 BI Publisher 中定义的每个自定义报表参数创建参数，顺序与为报表创建这些自定义
参数的顺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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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有必要，在参数页上，使用向上/向下箭头对参数重新排序。

10.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通过选择安排新进程查看或提交 BI Publisher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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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EPM 云与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之间的集成定义

在构建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并将其注册为 ESS 作业后，可以定义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与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之间的集成定
义。
要创建集成定义：

1.

在 BI Publisher 中，运行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并在首次注册时以 CSV 文件格式将其导
出到本地文件系统。

12-59

第 12 章

从 Oracle ERP Cloud 加载数据
您可能需要将下载的 CSV 输出文件重命名为 <Appname>.csv ，其中 <Appname>
是数据集成中的数据源应用程序的预期应用程序名称，它表示 BI Publisher 报表。

2.
3.
4.
5.
6.
7.

8.
9.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ERP Cloud（自定义）。

并导航到
从文件中，指定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CSV 文件的名称，或者单击
从中保存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 CSV 文件的文件夹并选择它，然后单击确定。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单击保存。

注册应用程序后，系统返回“已成功注册应用程序”消息，并且该应用程序在“应用程
序”页上可用，如下所示：

数据集成会注册应用程序并在“维详细信息”中返回所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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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数据源应用程序旁的

11.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单击选项选项卡。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12. 填写以下字段并单击保存。
a.
b.

连接名称 - 指定源系统名称。

执行方法 - 指定用于执行作业的方法。
有效选项包括：
•

•

c.
d.
e.
f.

BIP 报表 - 在同步模式下执行 BI Publisher 报表，该模式在 Oracle ERP Cloud 实
例中有约 5 分钟的超时限制。此方法适用于较小的数据集或快速执行的查询。

ESS 作业 - 在异步模式下执行 BI Publisher 报表，不受执行时间限制。

报表名称 - 当执行方法为 BIP 报表时，输入报表名称和完整的报表路径。例如，输入 /
Custom/MyReport.xdo。当执行方法为 ESS 作业时，将此字段留空。
ESS 作业路径 - 输入包含 ESS 作业定义的文件夹的路径。对于自定义 ESS 作业，该
路径以 /oracle/apps/ess/custom/ 开头。

ESS 作业名称 - 输入 ESS 作业名称。

报表参数列表 - 指定自定义查询的报表参数。

请确保在报表参数列表中指定一个随机字符串（如 "ABC"），该字符串将传递到您在
报表定义中创建的绑定参数。如果用于创建报表的查询没有从 EPM 云传递绑定参数，
则 Oracle ERP Cloud 端的进程将失败。
如果需要标识报表参数，请完成以下操作：
i.

导航至 Oracle ERP Cloud，在概览页中选择报表并单击重新提交。

将生成一个报表参数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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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复制警告窗口中显示的报表参数。

iii. 导航到数据集成，将警告窗口中的报表参数列表粘贴到自定义查询的报表参

数列表字段。

请确保在“报表参数列表”中指定一个随机字符串（如 "ABC"），该字符串将
传递到您在报表定义中创建的绑定参数。如果用于创建报表的查询没有从
EPM 云传递绑定参数，则 EPM 云端的进程将失败。

13. 创建新的集成，并选择数据源应用程序作为源和目标应用程序。然后完成其余的创

建步骤来创建集成。

a.

通过构建导入格式、位置和维映射，设置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与目标应用
程序之间的集成映射。

请参阅“映射维”。

b.

将成员从源映射到目标。
请参阅“映射成员”。

c.

选择任何源和目标选项。

d.

运行集成。

请参阅“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请参阅“运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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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钻取到 Oracle ERP Cloud 中的 BI Publisher 报表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集成了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中的数据时，可以
向下钻取到与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帐户余额数据关
联的源。

向下钻取到 Oracle ERP Cloud 中的 BI Publisher 报表的过程说明

以下内容简要介绍了如何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向下钻取到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报表
1.

定义要用作钻取目标的 BI Publisher 报表。这包括查询（提取）、数据模型和任何必需的
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

2.

定义数据提取过程

为 BI Publisher 报表提取创建数据模型

基于原始 BI Publisher 报表，使用所需参数创建向下钻取 BI Publisher 报表。

例如，您可以包括“货币”和“发票”。

结果显示了使用货币和发票明细参数的“发票明细”报表，该报表用于 EPM 云中的穿透钻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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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在数据集成中，创建使用 BI Publisher 报表数据源的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 Oracle ERP Cloud 应用程序”。

创建新的集成，并选择数据源应用程序作为源和目标应用程序。然后完成其余的步
骤来创建集成。

a.

通过构建导入格式、位置和维映射，设置 Oracle ERP Cloud 数据源与目标应用
程序之间的集成映射。

请参阅“映射维”。

b.

在映射维页的钻取 URL 中，输入穿透钻取报表的参数。

这些参数引用自工作台，用于实现动态穿透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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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成员从源映射到目标。
请参阅“映射成员”。

d.

选择任何源和目标选项。

e.

运行集成。

请参阅“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请参阅“运行集成”。

在运行集成后，源数据将显示在工作台中。

5.
6.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然后在任务和报表下面选择数据 (

从数据输入页的库下，打开一个包含已加载源数据的表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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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一个包含向下钻取数据的单元格。

单元格右上角的图标
8.

表示其包含穿透钻取数据。

右键单击包含向下钻取数据的单元格，然后选择穿透钻取。

通过选择穿透钻取，可以从 EPM 云中的数据表单钻取到 Oracle ERP Cloud 中的
BI Publisher 报表。

9.

在数据加载页上，单击穿透钻取到源链接。

10. 在金额详细信息页上，右键单击金额，然后选择穿透钻取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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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详细信息页上，查看穿透钻取的结果。

（可选）您可以向下滚动到“详细信息”页的底部，以查看构成 EPM 云中的余额的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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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ERP Cloud 集成的安全角色要求

Oracle ERP Cloud 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时，
Oracle General Ledger 安全角色要求包括：
•

集成用户权限

•

集成用户预定义角色

•

允许列表

•

集成用户权限

集成用户自定义角色

Oracle ERP Cloud 中用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的必需“集成用户”权限为：
权限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说明

将数据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导入到 EPM
云。

GL_ENTER_BUDGET_AMOUNTS_FOR_FINA 将数据从 EPM 云回写到 Oracle General
NCIAL_REPORTING_PRIV
Ledger。

12-68

第 12 章

集成 Oracle NetSuite

权限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
RATION_PRIV

说明

执行用于执行集成的 REST API

集成用户预定义角色

导入数据时，可以将以下预定义角色之一分配给集成用户：
•

总会计师

•

期间关闭管理

•

日记帐管理

导入和回写数据时，可以将“总会计师”预定义角色分配给集成用户。

集成用户自定义角色

您可以将自定义角色用于集成用途，然后分配以下权限：
导入数据时，可以将以下自定义角色之一分配给集成用户
权限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说明

将数据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导入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RAT 执行用于执行集成的 REST API
ION_PRIV

导入数据时，可以将以下自定义角色之一分配给集成用户
权限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说明

将数据从 Oracle General Ledger 导入到 EPM
云。

GL_ENTER_BUDGET_AMOUNTS_FOR_FINANCI 将数据从 EPM 云回写到 Oracle General
AL_REPORTING_PRIV
Ledger。

允许列表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RAT 执行用于执行集成的 REST API
ION_PRIV

如果已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启用 IP 允许列表，则将 Oracle EPM Cloud IP 地址添加到列表
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Oracle Cloud 应用程序发起的 Web 服务调用的 IP 白名单（文档 ID
1903739.1）”。

集成 Oracle NetSuite

如果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客户要从 NSPB Sync SuiteApp 加
载数据，可使用数据集成作为集成机制。数据集成客户可以从 Oracle NetSuite 直接访问基于
云的 ERP、CRM 和商务应用程序的统一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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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成使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框架从 NSPB Sync SuiteApp 系统查
询数据。

支持的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的搜索

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包括以下已保存的搜索：

注：

在数据集成中指定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和连接信息之后，必须初始化源系
统，为每个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搜索创建一条目标应用程序定义。
“元数据已保存的搜索”在已保存的搜索名称中包含“元数据”，而“数据已保存的
搜索”则在已保存的搜索名称中包含“数据”。
已保存的搜索名称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间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间

PBCS 所有推送事务上一期间 试算平衡表
PBCS - 事务摘要

PBCS - 事务详细信息
PBCS - 试算平衡表
PBCS 同步（数据）损益表事
务 [.csv]
PBCS 同步（数据）资产负债
表事务 [.csv]

PBCS 同步（数据）期初余额
[.csv]

PBCS 同步（数据）损益表事
务

PBCS 同步（数据）资产负债
表事务

PBCS 同步（数据）期初余额
PBCS 同步（数据）合并兑换
率

PBCS 同步（元数据）损益表
帐户

PBCS 同步（元数据）资产负
债表帐户
PBCS 同步（元数据）类

PBCS 同步（元数据）客户

ID

类型
摘要

详细信息

试算平衡表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 事务
ansactions_sum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 事务
ansactions_det

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 事务
balance
customsearch_pbcs_sync_is_ 事务
csv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s 事务
_csv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e 事务
gbal_csv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事务
is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事务
bs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事务
begbal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合并兑换率
fx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帐户
acct_inc_stmt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帐户
acct_bs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类
class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客户
c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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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保存的搜索名称

ID

PBCS 同步（元数据）项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项目
item

PBCS 同步（元数据）部门

PBCS 同步（元数据）位置
PBCS 同步（元数据）项目
PBCS 同步（元数据）客户项
目
PBCS 同步（元数据）子公司
PBCS 同步（元数据）供应商

类型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部门
dept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位置
loc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项目
prj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项目
cprj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子公司
sub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供应商
vend

Oracle NetSuite 集成过程说明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将 Oracle NetSuite 用作数据源时，
数据集成使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框架从 Oracle NetSuite 查询数据。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是基于条件和筛选器的可重用搜索定义。例如，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可能包括自上一个期间以来推送到总帐的所有事务。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任何种类的记录都可以包括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
搜索”中或者被视为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基础。搜索可以预先打包或由用户
定义。所有余额均通过使用汇总的事务详细信息生成。
在 Oracle NetSuite 中创建新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时，必须在已保存搜索的
ID 中包括前缀 customsearch_nspbcs。

注：

从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生成的数据仅用于导入数据，不用于回写。
概括地说，从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加载数据的步骤如下：
1.
2.

管理员安装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这是一个共享包。将此包与您的帐户共
享后，才能进行安装。

执行以下任务。（有关执行这些任务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NetSuit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Sync》指南中的主题。要获取此指南，需要 NetSuite 登录
名。）
•

•

•

•

您必须拥有 Oracle NetSuite 登录名才能访问 NSPB Sync SuiteApp。

在 Oracle NetSuite 帐户中启用所需的功能。请参阅“安装 NSPB Sync SuiteApp 所需
的功能”。
安装 SuiteApp。请参阅“安装 NSPB Sync SuiteApp”。

设置文件加密密码。请参阅 "Setting Up a Password for File Encry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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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为 EPM Cloud 用户创建用户记录。这些用户记录必须具有 EPM Cloud 集成角
色。请参阅“创建 EPM Cloud 用户记录”。

为 EPM Cloud 用户设置基于令牌的身份验证。请参阅“设置基于令牌的身份验
证”。

设置单点登录 (SSO)。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支持通过提供
SAML 2.0 的任意 SSO 服务来实现单点登录 (single sign-on, SSO)。对于 SSO
帐户，用户可以在 NetSuite 和 EPM 云之间导航，而不必每次都输入凭据。这
样，用户就可以导航到“为 EPM Cloud 用户创建用户记录”。请参阅“设置
Planning 的菜单导航”。

在数据集成中，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此步骤包括指定连接详细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4.

运行导入应用程序步骤以导入用户拥有的所有已保存搜索的定义。

完成此步骤时，数据集成将导入用户拥有的所有已保存搜索的定义。如果不想导入
所有已保存的搜索定义，则可以转到目标应用程序并逐一选择各个已保存的搜索定
义。如果是首次初始化源系统，还要在目标应用程序中添加已保存搜索的增量定
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

有关重新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更新 Oracle NetSuite 应
用程序”。
5.

可选：将已保存搜索中的列映射到维。

6.

定义 EPM 云应用程序作为目标应用程序。

7.

定义导入格式，将已保存搜索中的列映射到目标 EPM 云应用程序中的维。

8.

定义用于指定 Oracle NetSuite 的钻取 URL。

9.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 EPM 云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穿透钻取到 Oracle NetSuite”。

初始化过程完成后，可以在添加目标应用程序时选择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
的搜索”。选择 Oracle NetSuite 作为数据源后，将显示选定 Oracle NetSuite 源中已
保存的搜索列表。
还可以在应用程序筛选器选项卡上提供源筛选条件。这些源筛选器与 Oracle
NetSuite“条件”相同，可用于筛选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的数据。

10. 在日历映射部分中定义源映射条目，以便将 Oracle NetSuite 期间映射到 EPM

Cloud 期间。

11. 创建集成并指定 NSPB Sync SuiteApp 数据源作为源应用程序，EPM 云应用程序作

为目标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直接集成”。

12. 定义任何期间映射。可用选项是显式或默认期间映射：

有关可用于 Oracle NetSuite 集成的期间映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NetSuite 中管理期间”。

13. 在 NSPB Sync SuiteApp 数据源和 EPM 云目标应用程序之间映射成员映射。

14. 应用 Oracle NetSuite 筛选器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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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筛选器”。

15. 运行 NSPB Sync SuiteApp 数据源和 EPM 云目标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

此操作会将数据从 Oracle NetSuite 实例提取到数据集成，映射数据，然后在工作台中显
示结果。如果映射成功无误，则数据将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运行集成”。

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要开始将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集成，需要首先创建并注册类型为 "Netsuite" 的源系统。

指定源系统和连接信息之后，初始化源系统，为每个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的搜索创建
一条目标应用程序记录。

注：

用于访问集成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策略已更改。现在要求使用基
于令牌的授权（而不是基本身份验证），以便设置从 EPM Cloud 到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连接。在 21.06 版中，基本授权凭据将变为只读。
有关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的信息，请参阅“配置到 Oracle NetSuite 的源连接”。

创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

目标应用程序允许数据管理存储可以集成的源和目标应用程序的结构。这样可以映射源和目标
应用程序并指定导入条件。

Oracle NetSuite“已保存的搜索”结果注册到类型为“数据源”的应用程序。在初始化期间，系统会
自动使用在 Oracle NetSuite 源系统中注册的用户名根据可用的“已保存的搜索”结果创建数据
源。在目标应用程序选项中，可以在 Oracle NetSuite 中创建其他“已保存的搜索”，然后在“应
用程序”页上注册自定义的已保存搜索。

注：

在数据集成中初始化源系统后，您可以单击“应用程序”页上的刷新来刷新在 Oracle
NetSuite 中创建的任何已保存搜索。

注：

创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时，维详细信息会自动填充并直接映射目标维类“常
规”。一般说来，从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中加载数据时，请勿更改、添加或删除任
何维详细信息。
有关创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的信息，请参阅“注册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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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保存搜索中的列映射到维

您可以管理与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关联的维。维是一种对数据进行分类的结构，
以便用户能够回答业务问题。每个维通常包含一个层次，相关成员在该层次内进行分
组。常用的维有客户、产品和时间。
要映射已保存搜索中的列：
1.

2.
3.
4.
5.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右侧的
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选择维选项卡。

从维名称中，选择要将维分类到的列的维名称。

根据列类型，从对应的维分类下拉列表中选择该列的分类。
单击保存。

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添加目标维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的搜索以数据源形式存储，导入格式允许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设置数据源和目标应用程序维之间的集
成映射。
由数据源应用程序生成的文件可以采用任何受支持的格式，例如，单列数字和多列数
据。
当您选择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时，数据集成会自动填充源列和目标列。

将导入文件中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数据源列或字段映射到 EPM 云应
用程序中的维。
要添加目标维：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格式：
可用的文件格式：
•

带分隔符 - 数字数据

•

带分隔符的数据 - 所有数据类型

•

•

4.
5.

6.
7.

，然后选择映射维。

多列 - 数字数据

多列 - 所有数据类型

在穿透钻取 URL 中，输入用于穿透钻取的搜索类型条件。

在“映射维”部分中，通过选择源列，然后从目标维下拉菜单中选择目标维，将源列
映射到目标维。
要映射其他维，请在“映射”部分中单击
加的维行。

，然后从添加维行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添

可选：在表达式中，添加所有导入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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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提供了一组强大的导入表达式，几乎可将任何文件读取并解析到数据集成数据库
中。您可以在该字段的“表达式”列中输入高级表达式。导入表达式对从导入文件读取的值
进行运算。
8.

单击保存。

定义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选项

您可以定义特定的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属性选项。
要指定应用程序属性：
1.
2.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右侧的
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

从属性名称中，选择属性值下拉列表中要添加或更改的值。

可用属性包括：
•

Postingperiod - 选择要从中加载数据的推送期间。

Note:
如果需要按特定的期间加载数据（例如，按特定的月份），请使用包含期间
ID 的 NSPB Sync SuiteApp 推送期间筛选器。期间 ID 在推送期间筛选器中
创建，并由用于筛选数据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返回。

Oracle NetSuite 提供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日期筛选器：指定的期间（如上一财
政年度），由特定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定义的自定义日期范围，以及由开
始的天数、周数、月数、季数或年数（或者从现在开始）和相应结束数定义
的相对日期范围。有关设置筛选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uite“搜索指
南”。
•
•

3.

主线 - 选择 True 以加载事务中的主要信息字段组，而不是在事务的选项卡上输入的行
项目数据。否则，选择 False。
推送

单击保存。

应用 Oracle NetSuite 应用程序筛选器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中定义的搜索条件会自动注册为应用程序筛选器。您可以
根据需要编辑筛选器。例如，您可以分配默认值或通过设置属性级别对最终用户隐藏筛选器。

您可以将筛选条件应用于 Oracle NetSuite“已保存的搜索”结果，以便仅将符合选定条件的记录
返回到数据集成。您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此外还可以指定要返回的确切值。
要应用 Oracle NetSuite 筛选条件：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Oracle NetSuite 集成右侧的

单击筛选器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选择筛选条件的名称。

从条件下拉列表中选择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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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筛选器的条件派生自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

5.
6.

从值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筛选器的值。
单击保存。

在“导入格式”中向钻取 URL 添加其他筛选器

在执行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到 Data Management 再
到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穿透钻取时，有时会返回太多的记录。一般
准则是，穿透钻取中所有记录的金额总和应当为您在 EPM Cloud 中发起穿透钻取时所
处的数据单元格中的数字。要解决此问题，请在“导入格式”中向穿透钻取 URL 添加其他
筛选器。
要添加其他筛选器：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在映射部分中，选择要用作筛选器的源维列，并将其映射到目标属性列

4.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例如，您可以将“子公司 ID”源列映射到“属性 4”行。

在穿透钻取 URL 中，单击
加筛选。

，然后输入用于穿透钻取的搜索类型条件以进行附

例如，如果要添加“子公司 ID”作为其他筛选器，请将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输入到参数列表。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将整个穿透钻取 URL 定义指定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
sactio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
SUBSIDIARY=$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单击保存。

在 Oracle NetSuite 中管理期间

从 Oracle NetSuite 加载期间时，有以下两个选项：
•

•

默认期间映射 - 使用此选项可通过数据加载规则从 POV 加载单个期间。在这种情况
下，不映射导入格式中的期间列，也不在期间映射中定义源期间映射。可以在数据
规则中设置源筛选器，如当前期间或上一期间。例如，如果要加载 2018 年 2 月期
间，则将它设置为上一期间。运行数据规则时，不会检查期间，从 Oracle NetSuite
提取的所有数据都将导入到选定 POV 中。

显式期间映射 - Oracle NetSuite 和 Planning 期间匹配时，通过显式期间映射可以
加载总帐数据。加载多个期间时，或者您不希望用户从 POV 中选择期间时，可使
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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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显式期间映射，请映射导入格式中的期间列并定义源期间映射。总帐期间列必须与
Oracle NetSuite 期间完全匹配。接下来在数据规则中，从期间映射中选择日历。运行数据
规则时，指定要加载的起始 - 结束期间。可以在数据规则中设置筛选条件以提取特定的期
间数据，例如当前财政年度到当前财政季度的期间。数据集成将搜索结果中的期间列与期
间映射中的期间进行匹配，并将数据加载到相应的期间。

为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添加目标维

NSPB Sync SuiteApp 已保存的搜索以数据源形式存储，导入格式允许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设置数据源和目标应用程序维之间的集成映射。
由数据源应用程序生成的文件可以采用任何受支持的格式，例如，单列数字和多列数据。
当您选择 Oracle NetSuite 数据源时，数据集成会自动填充源列和目标列。

将导入文件中的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数据源列或字段映射到 EPM 云应用程序
中的维。
要将导入格式添加到 Oracle NetSuite 源：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格式：
可用的文件格式：
•

带分隔符 - 数字数据

•

带分隔符的数据 - 所有数据类型

•

•

4.
5.

6.
7.

，然后选择映射维。

多列 - 数字数据

多列 - 所有数据类型

在穿透钻取 URL 中，输入用于穿透钻取的搜索类型条件。

在“映射维”部分中，通过选择源列，然后从目标维下拉菜单中选择目标维，将源列映射到
目标维。
要映射其他维，请在“映射”部分中单击
行。

，然后从添加维行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维

可选：在表达式中，添加所有导入表达式。

数据管理提供了一组强大的导入表达式，几乎可将任何文件读取并解析到数据管理数据库
中。您可以在该字段的“表达式”列中输入高级表达式。导入表达式对从导入文件读取的值
进行运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

8.

单击保存。

在“导入格式”中向钻取 URL 添加其他筛选器

在执行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到 Data Management 再到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穿透钻取时，有时会返回太多的记录。一般准则是，穿
透钻取中所有记录的金额总和应当为您在 EPM Cloud 中发起穿透钻取时所处的数据单元格中
的数字。要解决此问题，请在“导入格式”中向穿透钻取 URL 添加其他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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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其他筛选器：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在映射部分中，选择要用作筛选器的源维列，并将其映射到目标属性列

4.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例如，您可以将“子公司 ID”源列映射到“属性 4”行。

在穿透钻取 URL 中，单击
加筛选。

，然后输入用于穿透钻取的搜索类型条件以进行附

例如，如果要添加“子公司 ID”作为其他筛选器，请将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输入到参数列表。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将整个穿透钻取 URL 定义指定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
sactio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
SUBSIDIARY=$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单击保存。

穿透钻取到 Oracle NetSuite

借助数据集成，您可以使用在数据集成中指定的外部可用 URL 穿透钻取到 Oracle
NetSuite。

回钻到 Oracle NetSuite 时，会通过在钻取 URL 中以参数形式传递数据集成中存储的值
来构造钻取 URL。
必须手动配置 Oracle NetSuite 的穿透钻取 URL。

定义 Oracle NetSuite 穿透钻取参数

下面介绍回钻到 Oracle NetSuite 所需的参数。

用于钻取到 Oracle NetSuite 的服务器 URL 采用以下钻取 URL 地址格式：https://
<NetSuite Domain>/app/common/search/searchresults.nl?。
在详细信息一侧（指定搜索类型组件的位置），Oracle NetSuite 的钻取 URL 需要以下
参数：
•

“搜索类型”

•

（可选）可以指定附加参数来根据帐户和期间筛选钻取。

•

“搜索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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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类型

穿透钻取参数列表中包含搜索类型“事务”。它在穿透钻取 URL 中指定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saction_AC
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DEPARTMENT=$ATTR5$&T
ransaction_CLASS=$ATTR4$&Transaction_INTERNALID=$ATTR3$&Transaction_POSTING=T&
“事务”搜索类型包括：
•

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

•

Transaction_SUBSIDIARY

•

•

Transaction_DEPARTMENT

Transaction_CLASS

•

Transaction_LOCATION

•

Transaction_POSTING=T

•

Transaction_INTERNALID

搜索 ID

穿透钻取列表中还包含了“搜索 ID”。使用搜索字符串 ID 指定该参数。

您可以在 Oracle NetSuite 的“搜索定义”中找到该值。

https://<NetSuite Domain>/app/common/search/searchresults.nl?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tions_det。
附加参数

可以指定附加参数来根据帐户和期间筛选钻取。下面是一些常用的参数：
表 12-1
标签
帐户
主行
期间

附加筛选器参数
参数

值

Transaction_ACCOUNT 帐户内部 ID
Transaction_MAINLIN T 或 F
E
Transaction_POSTING
PERIOD

示例

&Transaction_ACCOUN
T=54
&Transaction_MAINLI
NE=T

预定义期间的期间 ID 或 &Transaction_POSTIN
键
GPERIOD=21 或

推送

Transaction_POSTING

子公司

Transaction_SUBSIDIA 子公司内部 ID
RY

T或F

&Transaction_POSTIN
GPERIOD=LP
&Transaction_POSTIN
G=T
&Transaction_SUBSID
IA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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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钻取中的已保存搜索要求

要使用上下文相关穿透钻取，“已保存的搜索”必须在搜索输出中包括帐户和期间字段的
内部 ID。如果 Oracle NetSuite“已保存的搜索”的“结果”部分中缺少这些字段，则可以添
加这些字段，如下所示：

有关内部 ID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NetSuite 帮助中心。

添加穿透钻取 URL

要添加穿透钻取 URL：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从导入格式摘要部分中，选择导入格式。

4.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在导入格式详细信息部分中，将帐户、期间和事务类型的内部 ID 映射到属性列，如
下所示。
在本例中，“已保存的搜索”的钻取 URL 格式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NAME OF SAVED
SEARCH>&Transaction_TYPE&detailname=$<ATTR COLUMN
FOR TRANSACTION
TYPE>$&Transaction_ACCOUNT=$<ATTR COLUMN FOR
ACCOUNT
ID>$&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 COLUMN
FOR PERIOD
ID>$&Transaction_POSTING=T&Transaction_MAINLINE=F&
5.
6.

在导入格式详细信息部分的钻取 URL 中，单击

在钻取 URL 编辑窗口中，指定穿透钻取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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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钻取 URL 指定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tions_sum&Tra
nsaction_TYPE&detailname=$ATTR3$&Transactio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
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POSTING=T&Transaction_MAINLINE=F&
7.

单击保存。

在“导入格式”中向钻取 URL 添加其他筛选器

在执行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到 Data Management 再到
NSPB Sync SuiteApp“已保存的搜索”的穿透钻取时，有时会返回太多的记录。一般准则是，穿
透钻取中所有记录的金额总和应当为您在 EPM Cloud 中发起穿透钻取时所处的数据单元格中
的数字。要解决此问题，请在“导入格式”中向穿透钻取 URL 添加其他筛选器。
要添加其他筛选器：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2.

在映射维页上，从导入格式中选择要用于集成的导入格式的名称。

3.

在映射部分中，选择要用作筛选器的源维列，并将其映射到目标属性列

4.

还可以添加用户定义的导入格式名称。

例如，您可以将“子公司 ID”源列映射到“属性 4”行。

在穿透钻取 URL 中，单击
选。

，然后输入用于穿透钻取的搜索类型条件以进行附加筛

例如，如果要添加“子公司 ID”作为其他筛选器，请将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输入到参数列表。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将整个穿透钻取 URL 定义指定为：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sactio
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SUBSIDIARY=$
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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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和元数据，然后使用 EPM 集成代理直接将数据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集成代理对内部部署关系数据库执
行查询，然后将数据或元数据加载到 EPM 云。EPM 集成代理定义为集成的数据源。EPM 集
成代理还可以通过编写脚本实现扩展，以访问其他数据源，包括第三方 REST API、非关系源
或者可以使用 Jython、Groovy 或 Java 程序访问的任何系统。
EPM 集成代理有两种部署模式：同步和异步。模式确定了内部部署数据与 EPM 云之间开放通
信的方式。在同步模式下执行集成时，EPM 云将根据群集分配来启动从 EPM 云到相应代理的
直接调用。在异步模式下执行集成时，EPM 云将对要执行的集成作业排队。代理会按一定的
间隔进行轮询，并执行列入队列的作业。

通过定义群集分配，可以将集成作业分配给不同的群集。在群集中，可以管理集成作业的分
布。启动集成作业后，系统会检查作业的分配位置，确定群集，并将作业分配给该群集。作业
执行的优先顺序由群集决定。
要使用 EPM 集成代理观看有关集成数据源的视频，请参阅“通过 EPM 集成代理利用源系统数
据”。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部分介绍在企业中配置和部署 EPM 集成代理
所需执行的步骤。“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 EPM 云到内部部署的连接”部分介绍如何连接到内
部部署数据源，以及如何使用与内部部署数据适配器配对的 EPM 集成代理从这些数据源中提
取数据。此外，还介绍了如何使用群集和分配在同步和异步模式下分布集成作业。

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

本节介绍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部署 EPM 集成代理需要完
成的设置和配置任务。

快速参考：
•

配置和启动 EPM 集成代理过程描述

•

下载 EPMAgent ZIP

•

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
•
•

•

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

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

将 EPM 集成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

启动 EPM 集成代理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回写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 EPM 云到内部部署的连接

•

配置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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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启动 EPM 集成代理过程描述

以下步骤是有关配置 EPM 集成代理的概括性描述，其中包含配置步骤以及用于启动
EPM 集成代理的步骤。

1.

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 JAVA_HOME”。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下载 EPMAgent ZIP 文件。

3.

提取 EPMAgent.zip。

4.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载 EPMAgent ZIP”。

创建将用于指示把作业置于执行队列中时如何提取作业的群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代理群集”和“添加群集”。

默认群集名称为 EPMCLUSTER。
5.

将证书导入到 EPM_AGENT_HOME/cert 目录。
请参阅“配置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

EPM 集成代理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间的连接
使用公共密钥证书，EPM 云环境也使用该证书。用户成功登录到 EPM 云环境后，
可以从 Web 浏览器下载此证书。下载的证书（CER 文件）必须复制到为 EPM 集
成代理所提供的 AGENT_HOME/cert 目录中。

6.

默认情况下，EPM 集成代理包括适用于 Oracle 的 JDBC 驱动程序。

如果需要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请参阅“在 EPM 集成代
理中配置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如果需要适用于其他源的 JDBC 驱动程序，则下载并安装这些驱动程序。

7.

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

8.

使用 EPM 代理实用程序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

复制并保存加密的密码。（将在下一步中将其添加为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9.

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

10. 将 EPM 集成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EPM 集成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

如果未使用 Windows 服务启动代理，则改用下一步中介绍的 bat 文件。

11. 启动 EPM 集成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动 EPM 集成代理”。

12. 配置同步模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同步模式”。

13. 选择集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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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流可处于同步模式，也可处于异步模式。模式用于定义代理与 EPM 云的交互方式：
从 EPM 云直接调用到 EPM 集成代理，或由 EPM 集成代理轮询以确定何时提交数据的
EPM 云请求。

设置 JAVA_HOME

JAVA_HOME 环境变量指向计算机上安装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的目录。

以下任务提供了在 Windows 或 UNIX 系统上设置 JAVA_HOME 所需的信息。

要在 Windows 系统上设置 JAVA_HOME：
1.
2.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然后选择属性。

在高级选项卡上，选择环境变量，然后编辑 JAVA_HOME 以指向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的位置。

例如，可以指定：C:\Program Files\Java\jdk1.8\jre

JRE 是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的一部分，但可以单独下载。

要在 UNIX 系统上设置 JAVA_HOME：

对于 Korn Shell 和 bash shell，指定：
export JAVA_HOME=jdk-install-dir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对于 Bourne shell，指定：
JAVA_HOME=jdk-install-dir
export JAVA_HOME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PATH
对于 C shell，指定：
setenv JAVA_HOME jdk-install-dir
export JAVA_HOME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PATH
setenv PATH $JAVA_HOME/bin:$PATH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下载 EPMAgent ZIP

要下载 EMPAgent ZIP 文件：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 (

2.

单击数据交换 (

)。

)，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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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可选）通过单击导航器 (
可以启动数据集成。

)，然后从应用程序中选择数据交换 (

)，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下载代理。

从文件管理器页中，将 EPMAgent ZIP 提取到目标文件夹。
目标文件夹为 AGENT_HOME 。

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

将 EPMAgent.zip 下载并提取到 Agent Home 目录后，使用 createAppFolder.bat 创建
应用程序文件夹结构以存储数据、日志和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包含所有初始化参数。
下图显示了应用程序文件夹，其中包含具有以下名称的文件夹：config、data、logs 和
scripts。

要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结构：
1.

在命令提示符处，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来更改工作目录：cd AGENT HOME/bin
directory。
AGENT HOME 是 EPMAgent.zip 提取到的目录。

2.

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createAppFolder.bat C:\EPMAgentData。

当 createAppFolder.bat 运行完毕后，将显示以下消息："Create application
folders script completed"（应用程序文件夹脚本创建完成）。

当运行 createappfolder.bat 时，脚本会创建一个填充有 EPM_AGENT_HOME 和
EPM_APP_DATA_HOME 参数的 INI 文件。

配置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

使用以下步骤配置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以供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一起使用。SSL 是用于在 Web 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创建加密链接
的标准安全技术。该链接可确保在 Web 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传递的所有数据的私有性
和完整性。

注：

证书仅在指定的期间有效。证书到期后，需更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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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SSL 证书：
1.

登录到 EPM 云实例。

注：

用户在登录到 EPM 云环境之后必须下载证书。

以下示例显示了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中的下载信息。

2.

单击挂锁图标。

3.

从站点信息页中，单击连接。

4.

从站点安全页中，单击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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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从页面信息中，单击查看证书。

从证书查看器中，单击详细信息选项卡。

在层次结构中选择域，然后单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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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将证书保存到文件页中，将证书文件导出到 AGENT_HOME\cert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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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 EPM 云和 EPM 集成代理之间启用加密连接时，需要使用证书。如果
要断开 EPM 集成代理与选定 EPM 云环境的连接，只需删除
AGENT_HOME\cert 目录中的证书。这可阻止 EPM 集成代理对与此证书关
联的 EPM 云环境进行任何进一步的 HTTPS 调用。

在 EPM 集成代理中配置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如果您计划使用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接 (Microsoft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驱动程序连接到 EPM 集成代理中的 SQL Server，可参阅本节，其中介绍了如
何下载和配置该驱动程序。
要配置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1.

从以下网站下载 SQL Server jar 文件并解压缩：下载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必须与 JRE8 兼容。

2.

3.

将 jar 文件 mssql-jdbc-6.4.0.jre8.jar 复制到 EPM_AGENT_HOME/lib 目录。

例如，将 jar 文件复制到 C:\EPMAgent\lib 目录。

通过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设置 CUSTOM_CLASS_PATH 参数，指定
mssql-jdbc-6.4.0.jre8.jar 在 EPM 集成代理中的位置。

例如，指定：CUSTOM_CLASS_PATH=C:\EPMAgent\lib\mssql-jdbc-6.4.0.jre8.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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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设置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
数”。

4.

在数据源应用程序筛选器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5.

在应用程序筛选器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在 EPM 集成代理中为 SQL 数据源配置自定义 JDBC 驱动程序

使用 EPM 集成代理时，现在可以使用兼容类型 3 和类型 4 的 JDBC 驱动程序来建立与数据源
的连接，执行查询，然后提取结果。系统仅提供了一个使用 JDBC 驱动程序的框架，但不对单
个驱动程序进行验证。如果驱动程序有特殊要求，则客户仍然需要编写自定义脚本。
要为 SQL Server 配置兼容类型 3 或类型 4 的 JDBC 驱动程序：

1.
2.

3.

下载类型 3 或类型 4 JDBC 驱动程序。

将 jar 文件复制到 EPM_AGENT_HOME/lib 目录。

例如，您可以将 mysql-connector-java-8.0.22.jar 复制并粘贴到 C:\EPMAgent\lib 目
录。

通过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设置 CUSTOM_CLASS_PATH 参数，指定 jar 在 EPM
集成代理中的位置。
例如，指定 CUSTOM_CLASS_PATH=../lib/mysql-connector- java-8.0.22.jar

有关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设置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
数”。

4.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填充 JDBC 驱动程序和 JDBC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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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URL 的启动参数和 EPM 集成代理
的 EPM 云域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定义。

注：

在定义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之前，运行 createAppFolder.bat，这会创建
填充有 EPM_AGENT_HOME 和 EPM_APP_DATA_HOME 参数的 INI 文件。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文件夹”。

要加密 EPM 云用户使用的密码，必须运行 ecryptpassword.bat。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要配置 EPM 集成代理使用的启动参数：
1.
2.

转到 C:\EPMAgentData\config 目录。

双击 agentparams.ini 文件，使用 Notepad 之类的文本编辑器将其打开。
agentparams.ini 文件即会以文本文件的形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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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PM_AGENT_HOME 为代理的主目录名称。此文件夹包含 bin 和 lib 文件夹。

当运行 createappfolder.bat 时，脚本会自动填充 EPM_AGENT_HOME 参数。

如果更改文件夹的名称，代理则从新位置运行，而且会在新 EPM_APP_DATA_HOME 文件夹中
创建文件。
4.

EPM_APP_DATA_HOME 是应用程序数据文件夹的名称，其中包含 config、log 和 script 文件
夹。config 文件夹还包含用于存储 SSL 证书的 certificate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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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行 createappfolder.bat 时，脚本会创建一个填充有 EPM_APP_DATA_HOME 参
数的 INI 文件。

5.

6.

在 AGENT_NAME 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的唯一名称。

只能在名称中使用字符和数字。 AGENT_NAME 不得包含任何符号或空格。
在 CLUSTER 中，指定代理所属的群集的名称。

名称中只能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切勿使用特殊字符，如符号 (@) 或与符号 (&)。群
集创建好后，无法再修改名称。
默认群集名称为 EPMCLUSTER。

注：

群集的名称必须已在数据集成中定义，然后才能在此处引用它。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添加群集”。
此参数是必需的。
7.

在 PORT 中，指定运行 EPM 集成代理的端口号。

8.

在 CLOUD_URL 中，指定用于对代理进行身份验证和启动代理的 EPM 云 URL。

此参数是必需的。

此为与代理相关联的 EPM 实例的 URL，例如：

https://example-pbcs.us1.oraclecloud.com

注：

确保 Cloud_URL 的结尾处不包含 "epmcloud" 或 "HyperionPlanning"。
此参数是必需的。

9.

在 CLOUD_DOMAIN 中，指定 EPM 云 URL 的唯一名称。

身份域控制需要访问服务实例的用户的帐户。身份域还控制授权用户可以访问的功
能。一个服务实例属于一个身份域。
管理员可以更新为用户提供的域名，但数据管理需要客户注册服务时提供的原始域
名。从数据管理中设置 EPM 云连接时，不能使用别名域名。

注：

除了任何第 2 代数据中心外，都需要 CLOUD_DOMAIN 参数。

10. 在 CLOUD_USER_NAME 中，指定 EPM 云环境中显示的管理员用户名。

该用户名必须为本地用户，而且不得为 SSO 用户名。

此参数是必需的。

11. 在 CLOUD_PASSWORD 中，指定管理员用户的加密密码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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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运行 encryptpassword.bat（适用于 Windows）或 ecryptpassword.sh（适用于
Linux）来加密 EPM 云用户的密码并获取加密密码字符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此参数是必需的。

12. 在 LOG_LEVEL 中，指定本地 EPM 集成代理日志级别。

有效的日志级别如下：
•

ALL - 显示最详细级别并打印所有日志语句。

•

ERROR - 日志记录最少，仅打印致命错误。

•

INFO - 打印选定的重要日志。

所有日志均写入至 APPDATA_HOME\logs 文件夹内的某个文件。

此参数为可选。All 为默认日志级别。

13. 在 POLL_INTERVAL 中，指定在异步模式下轮询时等待的时间间隔。

指定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默认时间间隔为 120 秒。

14. 在 REGISTER_WITH_IP 中，指定 N 可使用主机名注册代理。指定 Y 可使用 IP 地址注册

代理。

此参数为可选。

15. 在 EXECUTION_POOL_SIZE 中，指定可并行运行的作业数。

默认的执行池大小为 2。
此参数为可选。

16. 在 JYTHON_HOME 中，指定安装 Jython 的顶级目录。

仅在使用 Jython 作为脚本语言时，才需指定该目录。

17. 在 GROOVY_HOME 中，指定安装 Groovy 的顶级目录。

仅在使用 Groovy 作为脚本语言时，才需指定该目录。

18. 在 CUSTOM_MEM_ARGS 中，指定要使用自定义内存参数覆盖传递至 Java 的标准内存

参数的变量。

例如，在参数 CUSTOM_MEM_ARGS=-Xms128m -Xmx4096m 中，128 MB 为最小初始内存大
小，4096 MB 为最大内存大小。

此参数为可选。

19. 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指定任何其他 Java 运行时参数。

还可以将 CUSTOM_JAVA_OPTIONS 设置配置为使 EPM 集成代理使用代理身份验证方
法。
系统支持以下身份验证方法：
•

简单

•

摘要

•
•

基本
NTLM

如果使用代理身份验证方法，请根据代理身份验证方法在此字段中指定代理主机名、代理
端口、代理用户名和加密密码。
简单代理身份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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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简单代理身份验证，请将上面的 NTLM_PROXY_AUTH 字段设置为 N，并
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包含以下参数：

对于 HTTP，指定：-Dhttp.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http.proxyPort=80

对于 HTTPS，指定：-Dhttps.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https.proxyPort=443
基本或摘要代理身份验证方法：

要启用基本或摘要代理身份验证，请将上面的 NTLM_PROXY_AUTH 字段设置为
N，并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包含以下参数：

-D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proxyPort=8080 -DproxyUser= username DproxyPassword= encryptedpassword

NTLM 代理身份验证方法：

要启用 NTML 代理身份验证，请将 NTLM_PROXY_AUTH 设置为 Y，并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的参数中包含以下内容：
-D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proxyPort=8080 -DproxyUser=username DproxyPassword=encryptedpassword -DproxyDomain=domain

20. 在 CUSTOM_INTERFACE_CLASS_NAME 中，指定 custom.jar 中实施

EpmAgentInterface 的类的完全限定类名称。

例如，指定 com.mycompany.agent.implementation.MyImplementation。
此参数为可选。

21. 在 CUSTOM_CLASS_PATH 中，指定 jar 的完整路径和名称（例如，

C:\AgentDeployment\agenthome\myJarFolder\custom.jar）
此参数为可选。

如果 Microsoft Java 数据库连接 (Microsoft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驱
动程序连接到 EPM 集成代理中的 SQL Server，请参阅“在 EPM 集成代理中配置适
用于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JDBC 驱动程序”。

22. 在 NTLM_PROXY_AUTH 中，指定 Y 以使用 NTLM 代理身份验证方法。

如果使用 NTLM 代理身份验证，还必须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指定代理
参数。
指定 N 以使用基本或摘要代理身份验证，或者不使用代理身份验证。

注：

如果要使用 Jython 或 Groovy 编写脚本，请设置 JYTHON_HOME 或
GROOVY_HOME。

如果要使用自定义 Java 进行扩展，则设置 CUSTOM_JAVA_OPTIONS
和 CUSTOM_INTERFACE_CLASS。

23. 在 AMW_IDLE_TIME 中，为在自动维护窗口 (Automated Maintenance Window,

AMW) 停机期间或计划外维护期间以异步模式运行的代理指定空闲时间值。

AMW_IDLE_TIME 参数值是以分钟设置的，默认设置为 15 分钟。客户可以定义更
长的空闲时间，但是不应当指定小于 15 分钟的空闲时间值。AMW 停机时间是连续
的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内会对业务流程运行自动维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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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存对 agentparamas.ini 文件进行的任何更改。

定义了启动参数后，可以在诊断模式下运行 EPM 集成代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无法
启动代理时识别有关 EPM 集成代理启动参数或网络连接的任何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在诊断模式下运行 EPM 集成代理”。

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可以使用 encryptpassword.bat 加密在 INI 文件中引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用户密码。
要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1.

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

Agent Home\EPMAgent\bin\encryptpassword.bat

注：

如果是 Linux 用户，键入：

Agent Home\EPMAgent\bin\encryptpassword.sh
当 EPM 密码实用程序启动后，在 Enter cloud password 中，键入密码，然后按
[Enter]。

代理中的密码编码器使用基于字符替换的模糊 (obscuring) 算法。编码器仅支持下列字符：
•

A

•

C

•
•
•
•
•
•
•
•
•
•
•
•
•
•
•
•

B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13-15

第 13 章

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
•

S

•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V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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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5

•
•
•
•
•
•

6
7
8
9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2.

4

/

复制在 Encrypted Password is: 之后显示的加密密码。

可以将加密密码粘贴到用于启动 EPM 集成代理的 INI 中的 CLOUD_PASSWORD 参数。

将 EPM 集成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

EPM 集成代理可以安装为 Windows 服务，这样用户便可在自己的 Windows 会话中运行代
理。此服务可在计算机启动时自动启动，可以暂停后重新启动，而且不显示任何用户界面。在
Linux 计算机上，EPM 集成代理作为后台进程启动。
请注意以下事项：
•

安装后，用户可以从 Windows 服务控制台以 Windows 服务的形式启动和停止该服务。

•

在执行期间，服务日志显示在代理 EPM_APP_DATA_HOME\logs 文件夹中，名称为
<serviceName>_<agent_name>_Service_<date>.log。此日志包含代理的所有控制台输
出。

•

可以同时创建和运行具有不同服务名称、代理名称和端口的多个代理服务。

13-17

第 13 章

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
•
•

•

要显示帮助，请使用选项 EPMAgentService.exe -help，或者在 Windows 资源管
理器中双击 EPMAgentService.exe。
启动服务后，始终检查该日志文件。

必须在 params.ini 文件中指定代理名称。无法在 Install 命令中将其作为参数来传
递。

要将代理安装为 Windows 服务，请运行 bin 文件夹中的 EPMAgentService.exe 安装程
序，方法是从命令提示符发出以下命令：
EPMAgentService.exe -install service_name
path_to_agent_startup_parameter_file
•
•

service_name ：为代理指定 Window 服务的唯一名称。允许使用字母和数字。不
允许使用空格和特殊字符。
path_to_agent_startup_parameter_file ：指定在启动期间使用的
agentparams.ini 文件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例如，可以指定：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要将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卸载，请从命令提示符运行以下命令：
EPMAgentService.exe -uninstall serivce_name

启动 EPM 集成代理

可以通过在命令行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的名称以及要在启动期间使用的 INI 文件的文
件名和完整路径来启动 EPM 集成代理。

启动时，代理会对选定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URL 进
行授权调用，以对用户凭据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成功后，系统会将代理的主机和端
口存储在 EPM 云环境的数据库中，从而在 EPM 云环境中注册 EPM 集成代理。

注：

如果使用 Windows 服务启动代理，则使用 Windows 服务控制台。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将 EPM 集成代理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如果未使用
Windows 服务启动代理，则改用下面介绍的 bat 文件步骤。
要启动 EPM 集成代理：
1.

从开始菜单（在 Windows 10 和 Windows 7 中）或开始屏幕（在 Windows 8.1
中）中，启动命令提示符。

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右键单击或点击并按住其快捷方式，然后打开子
菜单并单击或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键入带两个参数的以下命令：

epmagent.bat Agent Name ini Parameter file name
•

Agent Name ：指定代理的唯一名称。允许使用字母和数字。不允许使用空格和
特殊字符。

如果在 agentparams.ini 文件中指定了 Agent Name 参数，则可以忽略该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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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 Parameter file name ：启动期间要使用的 agentparams.ini 文件的文件名和完
整路径。

例如，如果已在 agentparams.ini 中指定代理名称，则键入：
epmagent.bat 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如果未在 agentparams.ini 中指定代理名称，则键入：

epmagent.bat myagentname 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在诊断模式下运行 EPM 集成代理

在诊断模式下运行 EPM 集成代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无法启动代理时识别有关 EPM 集
成代理启动参数或网络连接的任何问题。在诊断模式下，系统可以对代理启动文件中的参数执
行一组验证。如果检测到错误或无效参数，系统将显示与该参数相关联的错误。
例如，当云密码未加密时，消息："Invalid CLOUD_PASSWORD.Please use the
encryptpassword utility to generate the CLOUD_PASSWORD" 如下所示：

Note:
在诊断模式下，代理未注册到 EPM 云，但原始启动文件将备份到临时目录。
验证包括对以下内容进行检查：
•

SSL 证书

•

代理与代理内 EPM 云 URL 的连接。

•

双引号用在 Linux/Mac OS 启动参数文件条目中。双引号使 shell 能够解释美元符号 ($)、
反撇号 (`)、反斜杠 (\) 和感叹号 (!)

•
•

•

代理与 Internet 的连接。包括从代理对 oracle.com 进行测试调用。
代理类型（基本、摘要或 NTML）（在客户环境中启用代理时）
密码在代理参数文件中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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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数前面或后面的任何空格。如果遇到空格，系统会去掉它们并更新参数文件。
在文件中指定的任何注释。如果遇到注释行，会在执行诊断模式后将其删除。

要在诊断模式下运行 EPM 集成代理：
1.

从开始菜单（在 Windows 10 和 Windows 7 中）或开始屏幕（在 Windows 8.1
中）中，启动运行命令对话框提示符。

2.

在运行命令提示符下，启动 EPM 集成代理。

3.

在运行命令提示符下，通过键入以下内容来在诊断模式下运行代理： -d <path
to startup parameters>

例如，键入：C:\EPMagent\bin\epmagent.bat。

例如，键入：-d C:\EPMAgentData\yol\config\agentparams.ini

配置同步模式

在同步模式下，将 Web 服务器配置为网关，以便可以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进行入站通信。
典型的部署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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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同步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 EPM 集成代理”和“了解代理群集”。
要将 Web 服务器配置为同步模式的网关：
1.
2.

配置使用来自 CA 的可信证书的 HTTPS Web 服务器。

在 Web 服务器配置中定义反向代理，以将 context/epmagent 请求路由到代理 URL。
例如，如果使用的是 Apache 服务器，则向 httpd.conf 文件添加以下条目：

VirtualHost *:443
ProxyPreserveHost On
ProxyPass /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ProxyPassReverse /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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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Host

3.
4.
5.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代理。

从代理群集屏幕中，选择代理的名称。

从代理选项卡的 Web URL 中，将 Web URL 定义为：

https://WebServer URL

下图显示了“代理”选项卡上的 Web URL 字段。

6.

如果有多个代理，则按如下所示定义代理设置：
agent1/epmagent
agent2/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2:9090/epmagent

在“代理”选项卡上，按如下所示定义 Web URL：
https://WebServer URL/agent1
https://WebServer URL/agent2

注：

Oracle 建议使用网络和 Web 服务器管理来配置 Web 服务器和代理配置。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 EPM 云到内部部署的连接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EPM 集成代理来扩展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与内部部署数据源之间的连接。
快速参考：
•

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

•

创建向下钻取

•
•

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
了解 EPM 集成代理

•

了解代理群集

•

EPM 集成代理脚本编写

•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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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

使用 EPM 集成代理

EPM 集成代理是一个完全统一的解决方案，用于从内部部署或任何系统（如第三方云）提取
和转换数据及元数据，并将其交付给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可以使用自定义 SQL 查询连接到内部部署数据源并从中加载数据，或使用预打包查询从 EBS
和 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导入数据。

审核数据集成状态和查看结果

在工作流程期间，您可以随时审核和验证集成，帮助自己评估要加载的数据的状态和质量。进
程详细信息和工作台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它可以从源系统导入、查看和验证数据以及导出数
据。

查看进程详细信息

使用“进程详细信息”可查看已提交集成的状态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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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进程详细信息：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的操作下拉列表中，选择进程详细信息。
要查看特定集成的进程详细信息，请单击数据集成右侧的
信息。

2.

，然后选择进程详细

选择集成的进程 ID 可查看已提交集成的状态。

“进程详细信息”页显示已为集成执行的进程。为每个进程显示以下列：
•
•

进程 ID - 系统为每个提交的集成生成的标识号

（状态） - 显示进程状态的可视指示符。可以将光标放在图标上来查看屏幕提
示。
可用状态：
–

- 已成功处理数据集成。

–

- 数据集成未成功完成。

–

- 集成已处理，但出现警告。

•

日志 - 单击
可显示已提交集成的日志。对于每个集成，日志显示状态、进
程步骤、进程开始时间以及进程结束时间。

•

输出文件 - 为集成生成输出文件之后，此字段中将显示

。

启用导出数据文件的选项时，将生成输出文件。该数据文件的名称为 <target
application name>_<process ID>.dat，并会写入 <application root folder>/
outbox 目录。如果从“进程详细信息”页打开输出文件，则输出文件以 pdf 格式
提供。可以单击

以保存或打开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还可能包含验证错误报表，其中显示加载数据时拒绝的数据单元格、
交叉点和拒绝原因。在启用了显示验证失败原因目标选项时，会启用验证错误
报表选项。请参阅“定义目标选项”。

如果在执行“运行集成”步骤期间数据加载失败，会生成一个错误消息输出文件并
使其在此字段中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错误消息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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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程启动者 - 提交集成的人员的用户 ID。

ODI 会话编号 - Oracle Data Integrator 中的会话编号。可以使用此编号查找 Oracle
Data Integrator 中的会话。

注：

只有当数据是在脱机执行期间处理的时，进程详细信息中才会提供 ODI 会话
编号。
•

输出

•

上次执行日期 - 显示提交的集成上次运行的日期。

•

错误消息 - 显示提交集成失败的原因。

查看错误消息输出文件

将数据导出到 Planning 时，会将执行数据加载步骤期间遇到的任何错误消息捕获到一个单独
的输出文件中，该文件中仅包含错误消息。此信息是很有价值的调试工具。您只需查看输出文
件即可轻松识别任何错误，也可以下载该输出文件并通过电子邮件将其提供给用户。

注：

错误消息还显示在进程日志中，但是，如果日志级别设置为 "1"，错误消息有可能不
可用。此外，进程日志还显示状态、进程步骤和进程时间，这可能会增加查找和识别
错误消息的难度。
使用以下三种方法之一将数据加载到 Planning 时会生成错误消息。
•

•

•

直接加载到 Essbase（当加载方法为“仅数字数据”时使用）

大纲加载实用程序（当加载方法为“包含安全性的所有数据类型 - 管理员用户”时使用）

REST API，当设置了“包含安全性的所有数据类型”时使用（为管理员启用了“安全性”时）

在下面的示例中，当直接加载到 Essbase 失败时，会生成错误消息：

在此示例中，错误消息标识了从大纲加载实用程序进行加载时产生的无效成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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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集成的错误消息输出文件：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的操作下拉列表中，选择进程详细信息。

要查看特定集成的进程详细信息，请单击数据集成右侧的
信息。

2.

，然后选择进程详细

选择已生成错误消息输出文件的集成的进程 ID。
集成执行失败时，会在集成的状态列中显示一个

3.

从输出中，单击

4.

打开或保存错误消息输出文件。

。

。

此时会显示 Planning application_processid.out 页。

将在默认文本编辑器中打开错误消息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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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作台

工作台提供了一个视点 (POV) 框架，用于从源系统导入、查看和验证数据以及导出数据。

工作台提供了一个视点 (POV) 框架，用于从源系统导入、查看和验证数据以及导出数据。工作
台的主要功能包括：
•

•

•

一个交互式加载进程，带有用于导入 (
(

)、导出 (

) 和检查数据 (

)、验证

) 的选项。

对查看源（全部）/源（映射的）/目标/源和目标值进行设置

显示可供引用的 PTD/YTD 值

要显示工作台：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数据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单击期间，然后从期间下拉列表中，选择期间的 POV 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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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于此发行版的数据集成中工作台版本的限制（请参阅“先决条件”），建
议使用数据管理中的数据加载工作台来查看详细信息或者为集成执行任何
验证。请参阅“使用数据加载工作台”。

使用工作台工作流

工作台中的工作流栏包括以下任务：

成功完成任务后，图标将突出显示。如果任务未完成，或者运行不成功，图标将灰显。
只需单击任务即可在工作流栏的任务之间导航。
任务

说明

验证

确认所有成员均已映射到有效
的目标系统帐户。如果源文件
中存在任何未映射的维映射，
则会发生验证错误。

导入

导出
检查

导入源数据

更多信息

从源系统导入数据，然后执行
必要的转换。

导入源数据

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

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

验证数据源

执行检查以显示当前 POV 的检 检查数据
查日志。

在指示导入源文件时，数据集成使用当前 POV 来确定位置、类别和期间，然后执行以
下操作：
•

如果选择了“替换”选项，则删除现有文件，

•

将源维映射到目标维。

•

加载源文件，

要导入源数据：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2.

可选：单击期间，从当前 POV 中选择另一个期间。

3.

单击导入 (

4.

)。

从导入模式中，选择用于导入数据的方法。
可用的导入模式：
•

追加 - 保留 POV 的现有行（不合并其中的数据），但将新行追加到 POV。例
如，第一次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50 行。在此示例中，追加了 50 行。在这
次加载之后，POV 的总行数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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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 - 清除目标中 POV 的所有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例如，第一次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70 行。在此示例中，删除了 100 行，并将 70 行加载到
TDATASSEG 中。此次加载后，总计有 70 行。

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替换功能会清除要加载的年、期间、方案、版本和实体数
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请注意，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有一年的数据，但
现在只加载一个月的数据，则在执行加载之前，此选项会清除整年的数据。

5.

仅限基于文件的集成：从文件中，根据要从应用程序收件箱还是从其他位置上传数据文

件，单击

6.

验证数据源

单击运行。

以在文件浏览器中浏览到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对源数据的验证确认所有成员均已映射到有效的目标系统帐户。此过程还比较维映射与源文
件，并标识未映射的维。只有在所有维正确映射并且更正了所有验证错误之后，工作流才能继
续。
要验证源数据：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可选：单击期间，从当前 POV 中选择另一个期间。
单击验证
(
)。

提交验证以便执行。执行进程时，如果验证失败，将显示消息“状态消息: 失败”，并且“验
证”图标灰显。如果验证成功，则“验证”图标显示为蓝色。
4.

可选：要脱机运行验证，请单击在脱机模式下继续。

5.

可选：单击

可下载日志，然后打开该日志。

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

源数据通过验证过程之后，将创建加载文件。在审核了数据网格中的数据并确定要将数据导出
到目标应用程序之后，选择“导出”选项。
要将数据导出到目标应用程序：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2.

可选：单击期间，从当前 POV 中选择另一个期间。

3.

单击导出 (

4.

)。

从导出模式中，选择用于导出数据的方法。
可用的导出模式：
•

合并 - 使用加载文件中的新数据覆盖现有数据。（默认情况下，所有数据加载都在合
并模式下进行处理。）如果数据不存在，请创建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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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检查数据

替换 - 清除目标中 POV 的所有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例如，第一次
加载 100 行，第二次加载 70 行。在此示例中，删除了 100 行，并将 70 行加载
到 TDATASSEG 中。此次加载后，总计有 70 行。

对于 Planning 应用程序，替换功能会清除要加载的年、期间、方案、版本和实
体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数据。请注意，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有一年
的数据，但现在只加载一个月的数据，则在执行加载之前，此选项会清除整年
的数据。
累计 - 将加载文件中的数据累加到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对于数据文件中的各个
唯一视点，加载文件中的值会加上应用程序中的值。

减去 - 从目标应用程序中的值中减去来自源或文件的值。例如，如果目标中为
300，源中为 100，则结果为 200。

单击运行。

将数据导出到目标系统后，执行“检查”步骤以显示当前 POV 的检查日志。如果当前
POV 没有检查日志数据，则将创建空日志文件。
要检查数据：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2.

可选：单击期间，从当前 POV 中选择另一个期间。

3.

单击检查 (

4.

可选：要脱机运行检查日志，请单击在脱机模式下继续。

5.

可选：单击

筛选工作台数据

)。

提交检查日志以便执行。

可下载日志，然后打开该日志。

您可以应用筛选器以在工作台中查看特定值。可以使用“包含”或“等于”操作数和特定值，
根据一个或多个维创建筛选条件。
要筛选工作台数据：
1.
2.
3.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可选：单击期间，从当前 POV 中选择另一个期间。
单击添加筛选器。

选择要应用筛选器的值（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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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操作数下拉列表中，选择用于筛选器的操作数和值。

可用的操作数有：
•

•

6.

使用穿透钻取到源

包含 - 返回的值包含“值”字段中的字符串字符。

等于 - 返回的值等于“值”字段中的字符串字符。

在值中，指定要用于筛选器的特定值。

数据集成提供了允许您从目标应用程序穿透钻取到源应用程序的框架。当您想要了解数据值的
源或者需要值的粒度级别明细时，可以使用穿透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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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集成中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时，可在“目标选项”中为应用程序指定可选的
钻取区域（请参阅“定义目标选项”）。将钻取区域定义传递到目标应用程序时，将在工
作台中以突出显示的单元格指示可钻取值。

基于 URL 进行穿透钻取要求您连接到数据所在的服务器。穿透钻取仅适用于通过数据
管理或数据集成加载的数据。此外，由于穿透钻取在目标应用程序中可用，因此数据加
载映射必须至少具有一个显式映射，穿透钻取才能正常工作。

从目标应用程序穿透钻取到源时，将显示单独的登录页面，其中将显示构成选定单元格
内的金额的所有行。
在以下示例中，从 Planning 的数据表单使用穿透钻取。

从此登录页面中，您可以打开源文档或者继续穿透钻取到定义的源系统登录页面。

注：

加载到 Planning 应用程序的兑换率数据不支持穿透钻取功能。

在工作台中定义自定义视图

在工作台中工作时，可以为所显示的列创建视图定义。使用此功能，可以应用在工作台
中处于活动状态的数据集的自定义视图。视图通过允许您重新排列数据的表示来为您提
供多种在工作台中查看列的方式。例如，可以创建一个视图，该视图允许您根据要求将
焦点放在特定帐户列上或者隐藏实体列。可以在自定义视图定义中重命名、重新排序、
包含或排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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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还可以将视图定义关联为公共视图（这使其可供每个人使用），或者将视图定义分配为
专用视图（这使其仅供管理员使用）。
要创建视图定义：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数据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工作台。

2.

单击期间，然后从期间下拉列表中，选择期间的 POV 并单击确定。

3.

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构建自定义视图定义的默认视图，然后单击

。

注：

任何 POV 上显示的工作台视图都仅按目标应用程序进行筛选，而不按为集成选
择的目标计划类型进行筛选。这可能会在下拉列表中显示或许不适用于 POV 的
视图。

4.

从编辑视图定义页中，单击

。

5.

在创建视图定义窗口中，输入自定义视图定义的名称。

视图定义名称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视图定义名称最多可以包含八十个字符。

13-33

第 13 章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 EPM 云到内部部署的连接

6.

从“可用列”左窗格中，选择要添加到“显示列”窗格中的列，然后单击
可以通过在按住 Shift 的同时单击

其他移动选项包括：

。

来将所有可用列添加到“显示列”窗格中。

•

- 将选定的列从显示列窗格移动到可用列窗格。

•

- 将选定的所有列从显示列窗格移动到可用列窗格。

要清除视图中填充的值，请单击重置。

7.
8.

可选：要重命名显示列窗格中的列，请选择该列，滑动打开编辑，然后键入新的列
名称。
可选：要将视图定义关联为公共，请滑动打开公共。
与公共视图相关联的视图定义可供所有用户使用。
要将视图定义关联为专用，请滑动关闭公共。
与专用视图关联的视图定义仅供管理员使用。

9.

可选：要重新排列显示列窗格中的列，请选择该列，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

- 将列移到显示内容的顶部。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上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一个位置。

•

- 将列在显示内容中下移到底部。

10. 可选：单击排序以对显示列窗格中的列按升序或降序进行排序。
11. 单击确定或

以保存并更新视图定义。

12. 可选：要删除视图，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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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数据源

在使用工作台从源系统导入、查看、验证和导出数据时，数据集成验证数据是否自动集成。

对源数据进行验证时会确认所有成员是否均已映射到有效的目标系统帐户。如果源文件中存在
任何未映射的维映射，则会发生验证错误。验证过程将比较维映射与源文件，并标识未映射的
维。在正确映射所有维之前，流程流一直无法继续。在验证过程中，可使用“修复映射”功能。
用户可以直接从“验证”页查看和修复映射错误。

验证映射错误

由于新添加的维成员可能未映射，因此将维成员添加到源系统可能会产生验证错误。如果某个
维成员未映射且您对加载进行了验证，则会在工作台中启动“验证错误”页，该页将显示未映射
（因此未定义）的维成员数。在再次运行验证之前，您必须纠正任何未映射的维成员。
要验证源数据：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验证
(

，然后选择工作台。

)。

要脱机运行验证，请单击在脱机模式下继续。
单击

以下载该日志，然后打开该日志。

提交验证以便执行。在执行该过程后，如果验证失败，会显示“验证错误”页。

修复映射错误

如果验证成功，则“验证”图标显示为蓝色，而且不启动“验证错误”页。

在工作台中，当发生映射错误时，您可以立即查看映射错误并修复它们。
要验证源数据：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集成右侧的

单击验证
(

，然后选择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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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脱机运行验证，请单击在脱机模式下继续。
单击

以下载该日志，然后打开该日志。

提交验证以便执行。在执行该过程后，如果验证失败，会显示“验证错误”页。

3.

4.

在验证错误页上，在维名称下选择需要映射或修复的维名称或成员，然后单击修复
映射。

在“映射成员”页，完成以下操作之一。
（添加）- 在“添加成员映射”页上添加成员映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
成员”。
（编辑）- 编辑成员映射。
（删除）- 删除成员映射。

了解 EPM 集成代理

EPM 集成代理有两种部署模式：同步和异步。

在同步模式下执行集成时，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将根据
群集分配来启动从云到相应 EPM 集成代理的直接调用。EPM 集成代理执行数据提取进
程并将数据传输到云。数据传输到 EPM 云后，系统会导入并映射数据，然后将数据加
载到目标应用程序。在此模式下，由于 EPM 云与 EPM 集成代理直接通信，所以需将
内部部署环境配置为接受来自 EPM 云的入站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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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步模式下执行集成时，EPM 云将对要在 EPM 云中执行的集成作业排队。EPM 集成代理
按指定的时间间隔持续轮询作业队列。如果找到一个作业，会执行数据提取步骤并将数据传输
到 EPM 云。数据传输到 EPM 云后，系统会导入并映射数据，然后将数据加载到目标应用程
序。在此模式下，EPM 云与 EPM 集成代理之间的所有通信始终从 EPM 集成代理启动，无需
入站通信配置。但是，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延迟，具体视轮询频率而定。

EPM 集成代理过程描述

以下步骤概括性描述了如何从内部部署数据源中导入数据或元数据的子集，然后使用 EPM 集
成代理直接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

1.

在数据集成中，编写 SQL 查询以从源系统提取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SQL 查询”。

2.

使用 SQL 生成带标题记录的示例数据文件。

3.

在“应用程序”中，创建“内部部署数据库”数据源应用程序，然后选择示例数据文件。

4.
5.
6.

标题记录中的列名称必须与 SQL 中的列名称或列别名完全匹配。这些名称区分大小写。
映射源列以标识源维度如何转换为目标维度。

将集成分配给不同的群集。群集是一组独立的 EPM 集成代理。群集将传入的作业量分布
到一组集成中。
运行集成。

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

您可以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然后使用 EPM 集成代理直接将数据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集成代理对内部部署关系数据库执行查
询，然后将数据加载到 EPM 云。

EPM 集成代理定义为集成的数据源，在执行时会提供数据，这些数据随后又映射并加载到选
定的目标应用程序中。

您也可以通过编写脚本对 EPM 集成代理进行扩展，以访问其他数据源，包括第三方云应用程
序、非关系源或可通过编写脚本、报表或 API 访问的任何系统。

要使用此功能并注册为执行该数据提取而创建的应用程序，必须创建一个文件，而且在其中仅
包含带一个标题记录的示例数据。该文件不包含应用程序名称或 SQL 查询等。文件的名称必
须是应用程序的名称。此类数据源是“内部部署数据库”类型的应用程序，它使用基于适配器的
框架。
要创建内部部署数据库适配器：
1.

在数据集成中，创建查询定义并保存 SQL 查询。
为此，请参阅“创建 SQL 查询”。

如果已在数据集成中注册 SQL 查询，请跳过此步骤。
2.

创建一个文件，其中包含内部部署数据库中的一个标题行。

该标题行必须与目标维中的维名称完全匹配。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名代表
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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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文件另存为带有标题行的 CSV 格式文件。

4.

创建内部部署数据库数据源：

注册目标应用程序时，使用文件浏览器上传该文件。
a.
b.
c.
d.
e.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

在创建应用程序中，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从类型中，选择内部部署数据库。

从文件中，选择在步骤 1 中创建的文件。

单击

以在“文件浏览器”页上浏览到该文件。

5.

出现提示时，选择在步骤 1 中创建的文件。

6.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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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在应用程序上单击在步骤 3 到 7 中创建的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旁边的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单击选项选项卡。

10. 在数据提取查询中，指定要对文件运行的 SQL 查询的名称。

11. 在分隔符中，选择文件中所用的分隔符的类型。

可用分隔符符号如下：
•

逗号 (,)

•

分号 (;)

•
•
•

叹号 (!)
冒号 (:)
竖线 (|)

12.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可用的凭据存储类型如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在内部部署环境中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JDBC URL、用户名和
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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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注：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
存储密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
并将密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
用户密码”。
13. 在 JDBC 驱动程序中，选择在连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时要使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的类型。
可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类型如下：
•
•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14.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用户可以使用 Java 连接到关系数据库。
对于 Oracle 精简 JDBC 驱动程序，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含以下内容：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对于 MS SQL Server，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含以下内容：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15. 在用户名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用户名。
16. 在密码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密码。

17.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在查询的每个数据库往返过程中获取的行数（即驱动程序处理

的行数）。

18. 单击保存。

下图显示了应用程序筛选器：

13-40

第 13 章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 EPM 云到内部部署的连接

编辑应用程序选项

您可以指定其他应用程序，以在使用内部部署数据源时仅返回满足选定条件的记录。您可以指
定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还可以指定要返回的确切值。
要为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其他应用程序选项：
1.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2.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旁边的

3.

选择内部部署数据源，然后单击编辑选项。

4.

在编辑选项页上，单击添加。

5.

在名称中，输入筛选器的名称。

此时将显示空白输入字段。

例如，输入 Location 或 Period。

您输入的名称是 SQL 语句中实际值的绑定变量或占位符。绑定变量必须放在 ~~ 字符内。
例如，要使用 "Period" 作为绑定变量，请指定 ~PERIOD~。名称必须与 SQL 查询中指定的
名称完全匹配。
6.
7.

在显示提示中，为数据集成的编辑集成页上的筛选器指定显示提示名称。
在显示顺序中，为编辑集成页上的筛选器指定显示顺序。

如果此字段为空，则无法显示该自定义筛选器，将使用默认值作为筛选器值。

例如，输入 99 将在筛选器列表中的第 99 个位置序列或位置处显示该筛选器。显示顺序按
从低到高列出。
8.
9.

在显示级别中，选择规则以指示筛选器的显示级别。

在验证类型中，选择无。

10. 单击确定。

下图显示了在数据管理中可能设置“期间”和“位置”应用程序筛选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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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显示了如何在数据集成的编辑集成页上呈现“期间”和“位置”筛选器。

创建 SQL 查询

“查询”选项可用于在创建 SQL 数据源时保存 SQL 查询定义。此类数据源与内部部署数
据库适配器相关联，这样用户便可从内部部署数据库提取数据后使用 EPM 集成代理加
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依次单击操作和查询。

在查询屏幕上，单击添加 (

)。

3.

从创建查询屏幕的查询名称中，指定 SQL 查询名称。

4.

在查询字符串中，指定用于根据文件中的标题行提取数据的 SQL 语句。

查询名称还用于数据管理中的“应用程序筛选器”页，用途是在目标应用程序中注册
SQL 数据源时标识数据提取查询。
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名代表列名称。

为标题行值指定字符串时，如果字符串中大小写混合，需使用双引号将字符串引起
来。如果大小写字符混合的字符串未用双引号引起来，将解析为大写形式。
例如，如果标题行使用别名 Acct,Prod,Ent,Amt,Loc,Dat，则可以按如下方式输入
值：

SELECT ENTITYX AS "Ent" ,ACCOUNTX AS "Acct",UD3X AS "Prod",AMOUNTX AS
"Amt", L.PARTNAME "Loc", P.PERIODDESC AS "Dat"FROM TDATASEG T,
TPOVPARTITION L, TPOVPERIOD P WHERE T.PARTITIONKEY = L.PARTITIONKEY
AND T.PERIODKEY = P.PERIODKEY AND L.PARTNAME = ~LOCATION~ AND
P.PERIODDESC =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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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保存。

在 SQL 查询中使用条件

在 WHERE 子句之后，可以为 SELECT 语句返回的行指定搜索条件。当搜索条件对特定行求
值为 True 时，条件会返回一个值。
有效条件包括：
•

等于

•

Like

•
•
•

Between

Not In
In

请注意以下事项：
•

SQL 查询中选择的条件所返回的参数在数据管理的“目标应用程序筛选器”页上指定。

•

复杂查询中的 =（等于）符号必须位于 $ 参数之前。

•

系统分配绑定参数的数据类型。数字和日期作为整数和日期处理。所有其他值均视为字符
串。

•

•

目标应用程序参数的值可以用逗号分隔，例如：IN,BETWEEN,NOT IN。

条件化筛选器在数据集成中“运行集成”页的“筛选器”选项卡上提供。

下表介绍了可在 SQL 查询中使用的条件。
条件

EQUAL

说明

检查两个表达式是否相等。如果表达式相等，则条
件为 True，并返回匹配的记录。

当针对相等条件运行以下 SQL 语句并返回客户 ID
等于 Smith 的记录时：

SELECT *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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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BETWEEN

说明

检查特定范围之间的值并返回匹配的值。

BETWEEN 条件包含端值。起始值和结束值均包含
在内。
BETWEEN 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s)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 BETWEEN value1 AND
value2;

LIKE

在 SELECT 语句的 WHERE 子句中使用通配符执行
并返回模式匹配。
两个通配符与 LIKE 运算符一起使用：

•
%：百分号表示零、一或多个字符
•
_：下划线表示单个字符
LIKE 语法：

SELECT column1, column2, ...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 LIKE pattern
等于值列表中的任何值。

IN

IN 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1, column_name2, etc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1 IN (value1, value2,
etc);
NOT IN

检查两个表达式是否相等。如果表达式不相等，则
条件为 True 并返回不匹配的记录。
NOT IN 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1, column_name2, etc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1 NOT IN (value1,
value2, etc);

在 SQL 查询中使用 In/Between 条件显示数字类型筛选器

以下步骤描述如何在 EPM 集成代理执行的 SQL 查询中使用 In 和 Between 条件显示数
值类型筛选器。
要使用 In/Between 条件显示数值类型筛选器：
1.

在数据集成中，创建与 SQL 数据源关联的 SQL 查询。

查询名称用在“应用程序筛选器”页上，用途是在目标应用程序中注册 SQL 数据源时
标识数据提取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SQL 查询”。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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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数据目标应用程序右侧的

4.

单击

5.

，然后选择编辑选项。

（添加）。

在本例中，筛选器的名称为 COL1_COND，“显示提示”的名称为 CONDITIONCOLI。此名
称在数据集成的“选项”页上显示为一个目标选项。

单击添加并为 EXTRACT_QUERY 添加一个筛选器，指定 EXTRACT_QUERY 参数的
值，然后单击确定。
添加筛选器的结果如下所示：

EXTRACT_QUERY 的值为 TDATA2，CONDITIONALCOLI 使用值范围在 1 - 1999 之间
的 "Between" 条件。
6.
7.

在数据集成中，选择步骤 1 中的 SQL 查询。

指定用于根据文件中的标题行和任何筛选器提取数据的 SQL 语句。

以下 SQL 包含筛选器的语法，该语法允许用户使用 "Between" 从某一范围的灵活帐户值
中进行选择。注意，没有等号。这是由应用程序筛选器中的条件列表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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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管理，更新数据规则以添加筛选器。

或者，您可以在运行时用使用“运行集成”页上的选择项更新“筛选器”选项卡。

创建向下钻取

当集成到内部部署数据源时，可以向下钻取到源以查看与加载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帐户余额数据相关联的详细信息。可以执行两种类
型的钻取，具体取决于登录页面的可用性：
1.

2.

如果源系统提供一个显示详细源数据的登录页面，可使用 http URL 访问登录页面并
将上下文参数传递到此页面。要使用此方法，需在“映射维”页上定义与其他源集成
类似的 http 钻取 URL，并使用替代变量传递 URL 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
用穿透钻取”。
如果源系统未提供用来查看详细源数据的登录页，则可在源数据库中执行 SQL 查
询，并使用 EPM 集成代理在数据集成的弹出窗口中显示结果。要使用此方法，
Web 服务器需要在 https 模式下运行。Web 服务器接受钻取请求并将其路由至代
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没有登录页面的情况下创建到源系统的向下钻取”。

.

在没有登录页面的情况下创建到源系统的向下钻取

如果要在没有登录页面的情况下向下钻取到源系统，请在源数据库中执行 SQL 查询并
在数据集成的弹出窗口中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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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穿透钻取的查询：
1.
2.
3.
4.

在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查询。

在查询屏幕上，单击

。

在创建查询屏幕的查询名称中，指定查询的名称以从源系统查询数据。

在查询字符串中，指定用于根据文件中的标题行提取数据的 SQL 语句。
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名代表列名称。

为标题行值指定字符串时，如果字符串中大小写混合，需使用双引号将字符串引起来。如
果大小写字符混合的字符串未用双引号引起来，将解析为大写形式。
查询可以包括筛选条件。筛选条件的绑定变量必须放在 ~~ 字符内。

5.

单击保存。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穿透钻取要添加到的集成右侧的

，然后选择映射维。

7.

在映射维页面上的钻取 URL 中，单击钻取笔图标。

8.

在编辑钻取 URL 页面中，指定 #agent 标记，然后为穿透钻取 URL 指定参数。

有关“映射维”页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维”。

例如，使用步骤 4 中所示的查询时，输入：#agent?QUERY=Source Drill
Query&SOURCE_ACCOUNT=$ACCOUNT$&SOURCE_PERIOD=$ATTR1$，其中：
•

QUERY 是在步骤 3 中定义的查询的名称。

•

SOURCE_PERIOD 从 ATTR1 列派生而来

•

9.

SOURCE_ACCOUNT 从 ACCOUNT 列派生而来。

将源列中的列映射到要穿透钻取到的目标应用程序中的维，然后单击保存。

10.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代理。

11. 从代理群集屏幕中，选择要与穿透钻取一起使用的代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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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代理选项卡的 Web URL 中，选择可以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进行入站通信的 Web 服务器网关。

如果使用的是同步模式，则您定义用来执行数据加载操作的 Web 服务器 URL 将用
于执行钻取。无需其他设置。
如果在异步模式下使用代理，则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定义 URL：

•
•

按照与配置同步模式类似的方式配置 https Web 服务器。请参阅“配置同步模
式”。

将代理 URL 指定为 Web 服务器 URL。由于从 https 页面访问 http URL，因此
需要在浏览器安全设置中定义一个例外。
对于 Chrome，依次选择 Settings、Privacy and security 和 Insecure
content，然后在 Allow 下，添加以下站点 *.oraclecloud.com。

注：

您必须在运行代理的本地网络中，才能在异步模式下运行时进行钻取。

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

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可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直接连接到内部部署数据源。这些适配器可用于从以下项导入数据：
•

•

EBS 总帐余额

Peoplesoft 总帐余额

注：

有关预先植入的 EBS 总帐余额查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引用 E-Business
Suite General Ledger 总帐预先植入的查询”。
有关预先植入的 Peoplesoft 总帐余额查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引用
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预先植入的查询”。
要使用预打包的内部部署适配器加载数据：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

3.

在创建应用程序页上，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4.

从类型中，选择 EBS 总帐余额或 Peoplesoft 总帐余额。

预打包适配器的应用程序名称填充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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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名为
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6.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7.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8.
9.

。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单击选项选项卡。

在分隔符中，选择文件中所用的分隔符的类型。

可用的分隔符符号：
•

逗号 (,)

•

分号 (;)

•
•
•

叹号 (!)
冒号 (:)
竖线 (|)

10.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凭据存储的可用类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 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在内部部署环境中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JDBC URL、用户名和
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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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注：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
存储密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
并将密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
用户密码”。
11. 仅限 Peoplesoft：在 JDBC 驱动程序中，选择在连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时要使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的类型。

可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类型如下：

•

•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JDBC 驱动程序是可以让 Java 应用程序与数据库通信的软件。JDBC 驱动程序负责
将连接信息传递到数据库，并发送用于在客户端与数据库之间传输查询和结果的协
议。

12.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用户可以使用 Java 连接到关系数据库。

对于 Oracle 瘦 JDBC 驱动程序，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括：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对于 SQL Server，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括：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13. 在用户名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用户名。

14. 在密码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密码。

15.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在查询的每个数据库往返过程中获取的行数（即驱动程序处理

的行数）。

16.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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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Business Suite General Ledger 总帐预先植入的查询

可以使用预先植入的查询从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源导入总帐余额，然后创建并注册源应用
程序。随后可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该应用程序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标应用程序。

Note:
分类帐和期间是使用 E-Business Suite 预先植入的查询所必需的参数。
下面显示了 EPM 集成代理随附的预构建 E-Business Suite 查询。请注意，您可以将此查询用
作构建自定义查询的起点。
SELECT
gcc.SEGMENT1
as "Segment1",
gcc.SEGMENT2
as "Segment2",
gcc.SEGMENT3
as "Segment3",
gcc.SEGMENT4
as "Segment4",
gcc.SEGMENT5
as "Segment5",
gcc.SEGMENT6
as "Segment6",
gcc.SEGMENT7
as "Segment7",
gcc.SEGMENT8
as "Segment8",
gcc.SEGMENT9
as "Segment9",
gcc.SEGMENT10
as "Segment10",
gcc.SEGMENT11
as "Segment11",
gcc.SEGMENT12
as "Segment12",
gcc.SEGMENT13
as "Segment13",
gcc.SEGMENT14
as "Segment14",
gcc.SEGMENT15
as "Segment15",
gcc.SEGMENT16
as "Segment16",
gcc.SEGMENT17
as "Segment17",
gcc.SEGMENT18
as "Segment18",
gcc.SEGMENT19
as "Segment19",
gcc.SEGMENT20
as "Segment20",
gcc.SEGMENT21
as "Segment21",
gcc.SEGMENT22
as "Segment22",
gcc.SEGMENT23
as "Segment23",
gcc.SEGMENT24
as "Segment24",
gcc.SEGMENT25
as "Segment25",
gcc.SEGMENT26
as "Segment26",
gcc.SEGMENT27
as "Segment27",
gcc.SEGMENT28
as "Segment28",
gcc.SEGMENT29
as "Segment29",
gcc.SEGMENT30
as "Segment30",
gb.BEGIN_BALANCE_DR
as "Beg Balance DR",
gb.BEGIN_BALANCE_CR
as "Beg Balance CR",
gb.PERIOD_NET_DR
as "Period Net DR",
gb.PERIOD_NET_CR
as "Period Net CR",
(gb.BEGIN_BALANCE_DR - gb.BEGIN_BALANCE_CR) +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as "YTD Balance",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as "Periodic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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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WHEN ACCOUNT_TYPE IN (''A'',''L'',''O'') THEN ((gb.BEGIN_BALANCE_DRgb.BEGIN_BALANCE_CR) +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WHEN ACCOUNT_TYPE IN (''R'', ''E'') THEN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ELSE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END as "Balance by Acct Type",
gb.BEGIN_BALANCE_DR_BEQ as "Func Eq Beg Bal DR",
gb.BEGIN_BALANCE_CR_BEQ as "Func Eq Beg Bal CR",
gb.PERIOD_NET_DR_BEQ
as "Func Eq Period Net DR",
gb.PERIOD_NET_CR_BEQ
as "Func Eq Period Net CR",
(gb.BEGIN_BALANCE_DR_BEQ - gb.BEGIN_BALANCE_CR_BEQ) +
(gb.PERIOD_NET_DR_BEQ-gb.PERIOD_NET_CR_BEQ) as "Func Eq YTD Balance ",
(gb.PERIOD_NET_DR_BEQ-gb.PERIOD_NET_CR_BEQ) as "Func Eq Periodic
Balance",
CASE
WHEN ACCOUNT_TYPE IN (''A'',''L'',''Q'') THEN ((gb.BEGIN_BALANCE_DRgb.BEGIN_BALANCE_CR) +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WHEN ACCOUNT_TYPE IN (''R'', ''E'') THEN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ELSE (gb.PERIOD_NET_DR-gb.PERIOD_NET_CR)
END as "Func Eq Balance by Acct Type",
gld.LEDGER_ID
as "Ledger ID",
gld.NAME
as "Ledger Name",
gb.PERIOD_YEAR
as "Period Year",
gb.PERIOD_NAME
as "Period Name",
gb.PERIOD_NUM
as "Perion Number",
gcc.ACCOUNT_TYPE
as "Acoount Type",
gb.CODE_COMBINATION_ID as "Code Combination ID",
gb.CURRENCY_CODE
as "Currecy Code",
gb.ACTUAL_FLAG
as "Balance Type",
gb.BUDGET_VERSION_ID
as "Budget Version ID",
gb.ENCUMBRANCE_TYPE_ID as "Encumbrance Type ID",
gb.TRANSLATED_FLAG
as "Translated",
gb.PERIOD_TYPE
as "Period Type",
gcc.ENABLED_FLAG
as "Enabled",
gcc.SUMMARY_FLAG
as "Summary Account"
FROM GL_BALANCES gb
,GL_CODE_COMBINATIONS gcc
,GL_LEDGERS gld
WHERE (1=1)
AND gcc.CODE_COMBINATION_ID = gb.CODE_COMBINATION_ID
AND gb.ACTUAL_FLAG = ''A''
AND gb.TEMPLATE_ID IS NULL
AND gld.LEDGER_ID = gb.LEDGER_ID
AND gld.NAME
= ~LEDGER~
AND gb.PERIOD_NAME = ~PERIOD~

引用 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预先植入的查询

可以使用预先植入的查询从 Peoplesoft 源导入总帐余额，然后创建并注册源应用程序。
随后可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该应用程序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标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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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显示了 EPM 集成代理随附的预构建 Peoplesoft 查询。
SELECT
PL.BUSINESS_UNIT
as "Business Unit",
PL.LEDGER
as "Ledger",
PL.ACCOUNT
as "Account",
PL.ALTACCT
as "Alt Account",
PL.DEPTID
as "Department",
PL.OPERATING_UNIT
as "Operating Unit",
PL.PRODUCT
as "Product",
PL.FUND_CODE
as "Fund Code",
PL.CLASS_FLD
as "Class",
PL.PROGRAM_CODE
as "Program",
PL.BUDGET_REF
as "Budget Reference",
PL.AFFILIATE
as "Affiliate",
PL.AFFILIATE_INTRA1
as "Affiliate Intra1",
PL.AFFILIATE_INTRA2
as "Affiliate Intra2",
PL.CHARTFIELD1
as "Chartfield1",
PL.CHARTFIELD2
as "Chartfield2",
PL.CHARTFIELD3
as "Chartfield3",
PL.PROJECT_ID
as "Project",
PL.BOOK_CODE
as "Book Code",
PL.GL_ADJUST_TYPE
as "GL Adjust Type",
PGA.STATISTICS_ACCOUNT
as "Stat Account",
PGA.ACCOUNT_TYPE
as "Account Type",
PGA.DESCR
as "Account Description",
PL.CURRENCY_CD
as "Currency",
PL.STATISTICS_CODE
as "Stat Code",
PL.FISCAL_YEAR
as "Fiscal Year",
PL.ACCOUNTING_PERIOD
as "Accounting Period",
PL.POSTED_TOTAL_AMT
as "Posted Total Amount",
PL.POSTED_BASE_AMT
as "Posted Base Amount",
PL.POSTED_TRAN_AMT
as "Posted Tran Amount",
PL.BASE_CURRENCY
as "Base Currency",
PL.PROCESS_INSTANCE
as "Process Instance"
FROM PS_LEDGER
PL,
PS_GL_ACCOUNT_TBL
PGA
WHERE ( 1=1 )
AND ( PL.BUSINESS_UNIT = ~BU~
AND PL.LEDGER = ~LEDGER~
AND PL.FISCAL_YEAR = ~YEAR~
AND PL.ACCOUNTING_PERIOD = ~PERIOD~
AND ( PGA.SETID = ( SELECT SETID
FROM
PS_SET_CNTRL_REC
WHERE SETCNTRLVALUE
= ~BU~
AND
RECNAME
= ''GL_ACCOUNT_TBL'' )
AND PGA.EFFDT = ( SELECT MAX(B.EFFDT)
FROM PS_GL_ACCOUNT_TBL B
WHERE PGA.SETID = B.SETID AND PGA.ACCOUNT = B.ACCOUNT )
)
AND ( PL.ACCOUNT=PGA.ACCOU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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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PM 集成代理收件箱中的文件中导入数据

您可以从位于本地 EPM 集成代理收件箱文件夹中的文件导入数据，然后让代理上传并
处理该文件。

Note:
此功能允许您使用 EPM 集成代理收件箱中的文件，而不必首先使用 EPM
Automate 命令导入该文件。
要将文件暂存到 EPM 集成代理收件箱中：
1.
2.

在 <EPMAgentData> 应用程序文件夹下创建一个要向其中复制文件的收件箱文件
夹。

在代理启动参数文件中，在 EPM_AGENT_INBOX 参数字段中指定收件箱的位置。
a.
b.
c.

转到 <EPMAgentDevData\config> 目录。

双击 agentparams.ini 文件，使用 Notepad 之类的文本编辑器将其打开。

在 EPM_AGENT_INBOX 参数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收件箱的完整目录并保
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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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单击基于文件的集成右侧的
选择选项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在目录中，输入 #agentinbox，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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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该文件暂存到在步骤 1 中创建的收件箱中。

使用代理文件适配器

代理文件适配器允许您将非常大的文件从内部部署文件数据源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它对直接加载方法进行了扩展，在执行暂存和处
理操作时将绕过 EPM 云数据库，从而消除了性能瓶颈并提高了加载过程的性能和可扩
展性。代理文件适配器不包括任何连接或查询参数。唯一需要的参数是文件的名称。要
进行加载，需要一个具有标题记录的带分隔符的文件。
要对代理文件适配器使用直接加载方法：
1.

创建内部部署文件适配器。
a.
b.
c.
d.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添加”图标）。

从类型中，选择内部部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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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从文件中，指定要用作模板的源数据文件。
单击

，从文件浏览器页搜索文件。

在选择文件时，请注意以下方面：
•

源数据文件必须是带分隔符的数据文件。

•

可以加载数字数据和非数字数据。

•
f.

2.

使用的数据文件必须包含一行标题，用于描述带分隔符的列。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
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g.

单击确定。

a.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在内部部署数据源和 EPM Cloud 之间创建集成作业：

b.
c.
d.

e.

（“添加”图标）。

在创建集成页上，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集成作业的的名称和说明。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点击直接加载滑块使其打开。

将集成作业与直接加载方法关联并保存作业后，无法撤消直接加载关联。但是，可以
删除集成作业。
单击

（选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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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从选择源页上，单击内部部署文件数据源应用程序旁边的

g.

单击

h.
i.

3.

。

（选择目标）。

在选择目标页上，选择目标 EPM Cloud 应用程序。
单击保存并继续。

在内部部署文件数据源和 EPM 云应用程序之间映射维：
a.

在映射维页上，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加载方法的类型。

可用选项：
•

•

带分隔符 - 数字数据：仅支持数字数据类型。

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支持将以下数据类型加载到 Planning
–

数字

–

智能列表

–
–

b.

文本
数据

在映射网格中，通过完成以下操作，将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中的的源列映
射到 EPM Cloud 应用程序中的维：
i.
ii.

在选择源维中，选择要映射到 EPM Cloud 维的源维的名称。

可选：为每个 EPM Cloud 维添加一个目标表达式。

有关使用目标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目标表达式”。

Note:
不能将 SQL 目标表达式类型用于直接加载方法。

源表达式类型不适用于直接加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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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单击保存并继续。

a.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选择与直接加载相关联的集成作业，然后单击

运行集成：

b.

在运行集成页上，从模式下拉菜单中，为集成选择导出模式。

。

可用选项：
•

•

合并 - 默认情况下，所有数据加载都在合并模式下进行处理。如果应用程序中存在
数据，则系统将使用加载文件中的新数据覆盖现有的数据。如果不存在数据，将创
建新数据。
替换 - 清除要加载的年、期间、方案、版本和实体维的数据，然后从源或文件加载
数据。

Note:
在替换模式下，在遇到特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映射数据源的第一条记
录之前，该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和映射数据源的整个数据组合都将
被清除（无论是手动输入还是之前加载的）。如果 Planning 应用程序中
有一年的数据，但现在只加载一个月的数据，则在执行加载之前，此选
项会清除整年的数据。
•
•

累计 - 将加载文件中的数据与应用程序中的数据进行累加。对于数据文件中的各个
唯一视点，加载文件中的值会加上应用程序中的值。

减去 - 从目标应用程序中的值中减去源或文件中的值。例如，如果目标中为 300，
源中为 100，则结果为 200。

Note:
对于直接数据加载方法，没有导入选项可用。
c.

从期间下拉菜单中，选择要从源文件中加载数据的单个期间。

如果您映射期间维，并在“映射维”页上为集成指定期间的目标表达式，则无法从“期间”
下拉菜单中选择，因为该期间是从映射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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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单击运行。

使用 EPM 集成代理执行快速模式加载

使用 EPM 集成代理通过快速模式方法将数据从内部部署数据源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在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内部部署数
据源与 EPM 云目标集成时，系统对内部部署关系数据库中的源数据执行 SQL 查询，对
处理进行卸载，在源级别提取和转换数据，然后将数据直接加载到数据导出内部部署数
据库文件中。这样，在执行暂存和处理操作时将绕过 EPM Cloud 数据库，从而消除了
性能瓶颈并提高了加载过程的性能和可扩展性。

Note:
有关使用快速模式方法“按原样”加载数据的信息，请参阅“使用快速模式导出数
据”。

Note:
快速模式方法仅适用于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
注意事项：

请注意与使用 EPM 集成代理的快速模式方法有关的以下事项：
1.
2.

在创建和保存快速模式加载集成作业时，不能在以后将其更改为标准集成作业。但
是，您可以删除数据加载集成作业。

在映射维时，支持目标表达式类型。使用目标表达式，可以将从源读取的源值转换
为要加载到目标应用程序的目标维值。
可以用于“期间”维的目标表达式包括 substring()、split()、map()、toPeriod() 和
toYear()。

除 SQL 目标表达式类型以外，支持所有其他目标表达式。

3.
4.
5.
6.

在映射维时，不支持源表达式类型。
不支持映射成员。

如果选择 0 级数据提取方法，则系统会创建 "DM BR Data Export" 业务规则来执行
数据提取。

您可以指定单个期间，在这种情况下，在执行期间会将所有数据加载到单个期间。
另一个选项是使用 toPeriod 和 toYear 目标表达式基于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期间
维。

7.

运行快速模式加载时，仅支持“替换”导出模式。

8.

不能使用 EPM Automate 执行快速模式加载集成。

没有导入模式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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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模式过程说明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快速模式方法从内部部署数据源提取数据，然后使用 EPM 集成代理将数据
直接加载到内部部署数据库文件。EPM 集成代理对内部部署关系数据库执行查询，然后将数
据加载到数据导出文件。
要使用快速模式方法：
1.

创建 SQL 查询：
a.
b.
c.

d.

在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查询。
在查询屏幕上，单击添加 (

)。

从创建查询屏幕的查询名称中，指定 SQL 查询名称。

在为集成注册 SQL 数据源时，将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的“选项”选项卡中使用此查询
名称标识数据提取查询。
创建查询定义并保存 SQL 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SQL 查询 ”。

2.

创建内部部署数据库文件：
a.

b.

创建一个文件，其中包含内部部署数据库中的一个标题行。

该标题行必须与目标维中的维名称完全匹配。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名
代表列名称。

将文件另存为带有标题行的 CSV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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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注册内部部署数据库应用程序时，使用文件浏览器加载该文件。

a.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注册内部部署数据库文件应用程序：

b.
c.
d.
e.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创建应用程序中的类别中，选择数据导出。

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从文件中，选择在步骤 2 中创建的文件。

单击
f.

g.

4.

。

以在“文件浏览器”页上浏览到该文件。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
程序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
缀。
单击确定。

为内部部署数据库文件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a.
b.

在应用程序页上，选择内部部署数据库应用程序，然后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应用
程序详细信息选项卡。

选择选项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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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在数据提取查询中，指定要对文件运行的 SQL 查询的名称。

在分隔符中，选择文件中所用的分隔符的类型：

•

逗号 (,)

•

分号 (;)

•
•
•

e.

叹号 (!)
冒号 (:)
竖线 (|)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可用的凭据存储类型如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在内部部署环境中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JDBC URL、用户
名和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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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
密并存储密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
码，并将密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f.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 URL 连接字符串，用户可以使用 Java 连接到关系数据
库。
对于 Oracle 精简 JDBC 驱动程序，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含以下内容：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对于 MS SQL Server，JDBC 驱动程序 URL 包含以下内容：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g.
h.
i.

5.

在密码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密码。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在查询的每个数据库往返过程中获取的行数（即驱动程序
处理的行数）。

j.

单击保存。

a.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

创建内部部署数据源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
间的集成作业：

b.
c.
d.

6.

在用户名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用户名。

（“添加”图标）。

在创建集成页上，在名称和说明中，输入集成作业的的名称和说明。

在位置中，输入新位置名称，或者选取现有位置来指定从何处加载数据。
点击快速模式滑块使其打开。

将集成作业与快速模式方法关联并保存作业后，无法撤消直接加载关联。但
是，可以删除集成作业。
（选择源）。

e.

单击

f.

从选择源下拉列表 (

g.

从选择目标下拉列表 (

) 中，单击内部部署数据库数据源应用程序。
) 中，选择内部部署数据导出文件应用程序。

h.

单击保存并继续。

a.

在映射维页上，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加载方法的类型。

在内部部署数据库数据源和内部部署数据库文件应用程序之间映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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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选项：
•

•

带分隔符 - 数字数据：仅支持数字数据类型。

带分隔符 - 所有数据类型：支持将以下数据类型加载到 Planning：

–

数字

–

智能列表

–
–

b.

文本
数据

在映射网格中，通过完成以下操作，将内部部署数据源应用程序中的的源列映射到
EPM Cloud 应用程序中的维：
i.
ii.

在选择源维中，选择要映射到维的源维的名称。

可选：为每个 EPM Cloud 维添加一个目标表达式。

有关使用目标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目标表达式”。

Note:
不能将 SQL 目标表达式类型用于快速模式方法。

源表达式类型不适用于快速模式方法。
c.
7.
8.
9.

单击保存并继续。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直接集成右侧的

单击选项选项卡。

，然后选择选项

在类别中，为方案维指定明确的源筛选器。

类别是进行处理所必需的 POV 组件，因此在定义集成时必须指定类别。类别不用于确定
快速模式处理的方案。

10. 在数据提取选项中，选择提取数据的方法：

可用选项：
•

所有数据 - 提取“密集”和“稀疏”维的存储值和动态计算值。

•

存储和动态计算的数据 - 仅提取“密集”维的存储成员和动态计算成员，而不提取“稀疏”
维的成员。“存储和动态计算的数据”选项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提取数据。

•
•

“所有数据”数据提取选项使用 MDX 查询导出方法提取数据。

仅存储的数据 - 仅提取存储的数据。在这种类型的提取中将排除动态计算的值。“仅存
储的数据”选项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提取数据。

0 级数据 - 提取维底层的全部成员（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并且允许您应用筛
选器并选择要包含在输出文件中的列。使用此提取选项，您还可以导出非数字数据。
“0 级数据”选项使用 MAXL 导出方法提取数据。此方法仅供服务管理员使用。当执行提
取步骤时，应用程序处于只读状态。

如果选择“快速模式”方法，则以下目标选项不可用：
–
–

导出属性列
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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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数据排序
透视维

11. 单击保存。

12. 运行集成：
a.
b.
c.

在数据集成主页上，选择与快速模式加载相关联的集成作业，然后单击
在运行集成页，模式的默认值为替换。

。

如果未在选项页上选择期间，则从期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源文件中加载数
据的单个期间。

如果您映射期间维，并在“映射维”页上为集成指定期间的目标表达式，则无法从
期间下拉菜单中选择，因为该期间是从映射派生的。

d.

如果已经为集成定义筛选器，请单击筛选器选项卡，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e.

单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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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按实体和期间筛选的数据导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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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用于快速模式方法的期间

在定义用于快速模式方法的期间时，您可以在运行时选择单个期间，也可以映射数据源
中的期间列，这样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期间将从此期间
列派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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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快速模式方法选择单个期间

为快速模式方法选择从源列派生的期间

为快速模式方法选择单个期间

在确定要将哪个期间用于快速模式方法时，选择要将数据加载到的单个期间。在这种情况下，
只需在“运行集成”页上选择期间，如下所示。

Note:
如果您映射期间维，并在“映射维”页上为集成指定期间的目标表达式，则无法从“期
间”下拉菜单中选择，因为该期间是从映射派生的。

为快速模式方法选择从源列派生的期间

如果源数据包括数据源中的期间列，则可以从该列派生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期间。
源数据可以包括各种格式的期间，如下所示：
•

Jan-20

•

01-20

•

Januar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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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31/20
01-Jan-20

还可以使用目标表达式派生目标“年”和“期间”值，或使用日期字段及其相关格式来派生
“年”和“期间”。有关使用目标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目标表达式”。

要派生目标“年”和“期间”值，请使用以下目标表达式。
•

•

substring() - 根据字符位置（开始位置）和子字符串长度（要提取的字符数）提取
并返回字符串中的若干字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子字符串”。

split() - 根据分隔符拆分源值，并返回拆分后的第 n 个值。此表达式类型可用于
拆分来自字符串的段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拆分”。

要使用日期字段及其相关格式来派生“年”和“期间”，请使用下面的目标表达式。
•

toPeriod() - 使用以下语法根据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期间”维成员：
toPeriod(field, "<DATE FORMAT>", Mon)

•

toYear() - 使用以下语法根据源系统期间名称派生“年”维成员：toYear(field,
"<DATE FORMAT>", "F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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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FORMAT> 采用简单 Java 日期格式。有关简单 Java 日期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
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text/SimpleDateFormat.html”。
Map 是另一种目标表达式。使用它可以接受输入字段或包含表达式（如 substr、split 和一系列
键值对）的字段，以使用以下语法进行映射：map(substr(field,1,2),P1:Jan|P2:Feb|
P3:Mar|….)

Note:
map 目标表达式可以用于任何表达式。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回写

EPM 集成代理通过允许您将数据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
程序移动到内部部署数据库来支持回写。要使用此功能，请注册数据导出应用程序以将数据导
出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

•

简单方法 - 注册应用程序、指定表名并在应用程序中包括表中的所有列。系统会自动生成
INSERT 语句并加载数据。
要使用此方法，请创建包含要导出的列的列表的 CSV 文件。列名必须与表中的列名完全
匹配。文件名必须为应用程序的名称。

高级方法 - 在查询定义页中指定 INSERT 语句。INSERT 语句包含值表和值列以及应用程
序的维名称。使用此方法，可以提供用户友好的维名称，还可以使用 SQL 函数（如
TO_DATE、TO_NUMBER 和其他函数）执行数据类型转换和其他字符串运算。
要使用此方法，请创建包含要导出的列的列表的 CSV 文件。列的列表必须与 INSERT 语
句中使用的列名完全匹配。文件名必须为应用程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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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代理可以在执行回写期间执行两个事件脚本：BefExport 和 AftExport。使用
Bef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前执行任何操作，也可以覆盖默认的插入处
理。使用 Aft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后执行任何后处理清除操作。
在 SYNC 和 ASYNC 模式下运行的代理均支持回写功能。

EPM 集成代理回写过程说明

要使用 EPM 集成代理回写到内部部署数据库：
1.

下载 EPMAgent ZIP。

如果这是您首次安装 EPM 集成，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 EPM 集成代理，请下载并解压缩 EPMAgent.ZIP。您无需更新
ini 文件或证书。
2.

3.

4.

可选：在执行回写期间可以执行两个事件脚本：BefExport 和 AftExport。

使用 Bef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前执行任何操作，也可以覆盖默认
的插入处理。使用 Aft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后执行任何后处理清
除操作。

注册“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注册“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

转到数据导出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维选项卡，验证标题记录中的列名是否
与要将数据加载到的表中的列名或列别名完全匹配。
名称区分大小写。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回写设置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维”。

5.
6.

在目标维类中指定“金额”列并清除“数据列名称”列。

转到“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选项选项卡，并指定您希
望如何处理数据加载。您可以指定表名并让系统自动生成 INSERT 语句。还可以在
查询定义页中编写 INSERT 查询并使用该语句作为数据加载方法。
还需要为内部部署数据库指定凭据、JDBC 连接信息、用户名和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7.

通过完成以下任务来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
序与数据导出文件集成。
任务

说明

映射维

将数据源中的列映射到目标应 映射维
用程序中的维。

常规

映射成员
选项

8.

运行集成。

更多信息

为基于文件的源和直接集成源 定义数据集成
添加或编辑集成。

映射维以确定如何将源字段值 映射成员
转换为目标维成员。

定义用于导入和导出数据的选 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项。此外，定义任何源筛选
器。

有关运行集成的信息，请参阅“运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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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集成时，EPM 集成代理会在 EPM 云中启动导出过程。代理会下载导出数据。代理还
基于选定的方法构造相应的 INSERT 语句并将数据加载到目标表中。
可以通过从“进程详细信息”下载输出文件来审核所导出的数据。回写数据库列名在所生成
的文件中指定为列标题，如下所示。

可以通过从“进程详细信息”打开作业日志文件来查看回写功能的运行详细信息，如下所
示：

注册“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

注册“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以指定与要将数据导出到的列相关联的文件。
要注册数据导出应用程序：
1.

创建包含要导出的列的列表的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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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 文件的名称必须为应用程序的名称。如果您使用的是简单方法，则列名必须为
表中列的名称。对于 INSERT 查询，列名可以是任何名称，但必须与 INSERT 语句
中的名称相匹配。

2.
3.
4.
5.
6.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类别中，选择数据导出。

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

从文件名中，选择步骤 1 中文件的名称。

可以单击

7.

8.

（“添加”图标）。

以从文件浏览器页导航并选择文件。

可选：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
命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单击确定。

为回写设置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维

在回写到内部部署数据库的过程中，需要验证标题记录中的列名是否完全匹配。
还必须指定目标维类为“金额”的“金额”维，并清除“数据列名称”列中的任何值。
要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中指定“金额”列：

1.
2.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右侧的
程序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

从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中，单击维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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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从维名称列中，选择金额维。

将分类更改为金额并删除数据列名称。
单击保存。

为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使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指定 EPM 集成代理如何处理数据回写。此外，还需要为内部部署数据
库指定凭据和 JDBC 连接信息。
要为“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1.
2.
3.

从应用程序页中，单击“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右侧的
细信息。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

从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中，单击选项选项卡。

在表名中，指定要将数据加载到的表名称。

“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中的维名必须与表中的列名相匹配。系统会生成 INSERT
语句以自动加载数据并为所有字段插入文本。
如果您在此字段中指定表名，请勿在插入查询字段中指定 INSERT 语句。

4.

在插入查询中，指定与在“查询定义”页上创建的自定义 INSERT 语句相关联的 SQL 查询的
名称。
INSERT 查询必须包含值表和值列以及应用程序的维名称。使用此方法，可以提供用户友
好的维名称，还可以使用 SQL 函数（如 TO_DATE、TO_NUMBER 和其他函数）执行数
据类型转换和其他字符串运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自定义 INSERT 查询进行回
写”。
如果您指定 INSERT 查询，请勿在表名字段中指定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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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可用的凭据存储类型如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在内部部署环境中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JDBC URL、用
户名和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slc04aye.us.oracle.com:1523:fzer1213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注：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
存储密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
并将密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
用户密码”。
6.

在 JDBC 驱动程序中，选择在连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时要使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的类型。
可用的 JDBC 驱动程序类型如下：

•

•

7.
8.
9.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在用户名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用户名。
在密码中，指定内部部署数据库密码。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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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定义 INSERT 查询进行回写

使用 EPM 集成代理回写数据时，可以编写自定义 INSERT 查询，并使用此查询语句作为数据
加载方法。使用此功能，可以提供用户友好的维名称，还可以使用 SQL 函数（如 TO_DATE、
TO_NUMBER 和其他函数）执行数据类型转换和其他字符串运算。
要指定在回写到内部部署数据库时要使用的 INSERT 查询：

1.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依次单击操作和查询。

在查询屏幕上，单击添加 (

)。

3.

从创建查询屏幕的查询名称中，指定 INSERT 查询名称。

4.

在查询字符串中，指定用于根据文件中的标题行回写数据的 INSERT 语句。

查询名称用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选项”选项卡中的“INSERT 查询”字段中。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为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定义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编写具有表名和列名的 INSERT 语句。

在 VALUES 中，提供应用程序中的维名称，维名称的两侧用 ~ 括起。系统会将这些值替换
为所导出的数据文件中的实际值。

在此示例中，"ACCT"、"COMP"、"PROD"、"PRDDATE" 和 "BAL_AMT" 位于
WBTESTDT 表中。"Account"、"Company"、"Product"、"AsofDate" 和 "Balance
Amount" 是应用程序中的维名称。

5.

单击保存。

EPM 集成代理回写事件脚本

EPM 集成代理在执行回写期间执行两个事件：BefExport 和 AftExport。使用这些事件可以执
行自定义代码、绕过标准处理、生成自定义数据集，该数据集将包括在可供内部部署数据库使
用的数据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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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事件传递的自定义 API 参数。
名称

JOBID
JOBTYPE
EXPORT_DATA_FILE

使用 BefExport 事件

说明

回写执行作业 ID

作业 "WRITEBACK" 的类型

完整路径中导出数据文件的名称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回写时，可使用 BefExport 事件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前执行任
何操作，也可以覆盖默认的插入处理。
以下脚本示例显示如何调用在回写之前执行的外部 API。

此示例中的 BefExport 事件：
•

输出 agentContextParams 映射的内容

•

提取并输出将在其中插入数据的表名称。

•

将信息消息输出到代理进程日志。此条目记录到 EPM_APP_DATA_HOME\logs 和
epmagent.log 中的进程日志。

•

提取并输出插入查询

有关 EPM 集成代理上下文函数的信息，请参阅“EPM 集成代理上下文函数”。

请注意，此脚本只是一个示例，不保证无任何缺陷，用户不能就与该脚本相关的任何疑
问或问题向 Oracle 支持部门提出服务请求。
import sys
import java
'''
Before export custom script. This script will be called before the
writeback begins execution.
'''
#print Begin: BefExport.py
#print 'Event Type is: ' + event
'''
Print the contents of the agentContextParams map which is an
unmodifiable map.
'''
#print 'JOBTYPE: ' + agentContext["JOBTYPE"]
#print 'EPM_APP_DATA_HOME: ' + agentContext["EPM_APP_DATA_HOME"]
#print 'WRITEBACK_DATA_FILE: ' + agentContext["WRITEBACK_DATA_FILE"]
#print 'JOBID: ' + str(agentContext["JOBID"])
#print 'INTEGRATION: ' + agentContext["INTEGRATION"]
#print 'LOCATION: ' + agentContext["LOCATION"]
#print 'SOURCE_APPLICATION: ' + agentContext["SOURCE_APPLICATION"]
#print 'TARGET_APPLICATION: ' + agentContext["TARGET_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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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able() Method to fetch the table name into which the data will be
inserted. This is
passed from cloud to the agent during the writeback execution call.
'''
#print "Printing Table Name: " + agentAPI.getTable()
'''
getInsertQuery() Method to fetch the insert query. This is the query which is
passed from cloud to the agent during the writeback execution call.
'''
#print "Printing Query: " + agentAPI.getInsertQuery()
'''
Log an info message to the agent process log. This entry will be logged only
to the process log in EPM_APP_DATA_HOME\logs
folder and not to epmagent.log. The log entry will be created at INFO log
level.
'''
#agentAPI.logInfo("SAMPLE: INFO log message from script")
'''
Log an severe message to the agent process log. This entry will be logged
into the process log in EPM_APP_DATA_HOME\logs
folder and also into epmagent.log. The log entry will be created at SEVERE
log level.
'''
#agentAPI.logError("SAMPLE: SEVERE log message from script")
'''
Uncomment to skip the export data execution. The writeback execution can be
skipped only during the
BEFORE_EXPORT event. This will skip the execution of the insert statements.
The cloud process will be marked as failed in the Export data step.
'''
#agentAPI.skipAction('true')
'''
Return false in case of error, which will throw an exception in the agent.
'''
#print "End: BefExport.py"

使用 AftExport 事件

使用 EPM 集成代理进行回写时，可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后使用 AftExport 执行任何后处理清
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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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脚本示例显示如何调用在回写之后执行的外部 API。
此示例中的 AftExport 事件：
•

输出 agentContextParams 映射的内容

•

将任何严重错误消息输出到代理进程日志。此条目记录到
EPM_APP_DATA_HOME\logs 中的进程日志。

•

将信息消息输出到代理进程日志。此条目记录到 EPM_APP_DATA_HOME\logs 中的进
程日志。

有关 EPM 集成代理上下文函数的信息，请参阅“EPM 集成代理上下文函数”。

请注意，此脚本只是一个示例，不保证无任何缺陷，用户不能就与该脚本相关的任何疑
问或问题向 Oracle 支持部门提出服务请求。
import sys
'''
After export custom script. This script will be called after the
writeback finishes execution.
'''
#print "Begin: AftExport.py"
#print 'Event Type is: ' + event
'''
Print the contents of the agentContextParams map which is an
unmodifiable map.
'''
#print 'JOBTYPE: ' + agentContext["JOBTYPE"]
#print 'EPM_APP_DATA_HOME: ' + agentContext["EPM_APP_DATA_HOME"]
#print 'WRITEBACK_DATA_FILE: ' + agentContext["WRITEBACK_DATA_FILE"]
#print 'JOBID: ' + str(agentContext["JOBID"])
#print 'INTEGRATION: ' + agentContext["INTEGRATION"]
#print 'LOCATION: ' + agentContext["LOCATION"]
#print 'SOURCE_APPLICATION: ' + agentContext["SOURCE_APPLICATION"]
#print 'TARGET_APPLICATION: ' + agentContext["TARGET_APPLICATION"]

'''
Log an info message to the agent process log. This entry will be
logged only to the process log in EPM_APP_DATA_HOME\logs
folder and not to epmagent.log. The log entry will be created at INFO
log level.
'''
#agentAPI.logInfo("SAMPLE: INFO log message from script")
'''
Log an
logged
folder
SEVERE
'''

severe message to the agent process log. This entry will be
into the process log in EPM_APP_DATA_HOME\logs
and also into epmagent.log. The log entry will be created at
lo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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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API.logError("SAMPLE: SEVERE log message from script")
'''
Return false in case of error, which will throw an exception in the agent.
'''
returnValue = 'true'
#print "End: AftExport.py"

了解代理群集

可以使用群集分布集成作业。

下面是一些您可能希望定义多个群集的业务方案示例：
•
•
•
•

源系统的地理位置分散。为了避免网络延迟，可能需要在每个数据中心位置部署一个或多
个代理。
组织中的不同业务单位希望对其作业进行独立保护和管理。

组织使用不同类型的源系统。例如，E-Business Suite (EBS) 和 Peoplesoft 位于不同的数
据中心。安全性和数据量可能不同，而且用户希望独立管理数据提取进程。
各个源的数据加载频率不同。可能有一个数据仓库暂存系统用作报告和向下钻取的源。数
据可能以交互模式每日加载，而且用户希望支持向下钻取。另一个 ERP 系统可能仅用作
月末合并过程的源，所有数据加载均进行批量处理。可以为其中的每一个数据源定义不同
的群集。

通过定义群集分配，可以将集成分配给不同的群集。可以按实体类型将集成分配给相应群集：
•

集成（数据规则）

•

目标应用程序

•

位置

启动集成作业后，系统会检查作业的分配位置，确定群集，并将作业分配给该群集。作业执行
的优先顺序由实体类型决定。集成优先于位置，位置优先于目标应用程序。

在每个群集内，用户可以具有多个代理以提供进一步的负载平衡和高可用性。用户在代理配置
INI 文件中将代理关联至群集。当 EPM 集成代理启动时，它会自动将代理与群集相关联并执行
分配给群集的作业。群集内的负载平衡过程取决于执行模式是同步还是异步。

在同步模式下，系统使用轮循过程将作业分配给群集中的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同
步模式”。
在异步模式下，您可以将代理设置为在不同时间启动以实现高可用性。例如，可以将间隔设置
为 10 分钟，一小时 5 分钟启动一个代理，然后在一小时 10 分钟启动另一个代理。实际上，
代理检查间隔时间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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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将选定实体（位置、应用程序或集成）重新分配给另一群集时，先前的群集分
配会自动删除并替换为新分配。
提取集成作业并不影响作业的导入和验证状态。可能存在提取成功、但导入和
验证失败的情形，如下所示：

添加群集

要添加群集：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 (

2.

单击数据交换 (

3.

)。

)，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可选）通过单击导航器 (
可以启动数据集成。

)，然后从应用程序中选择数据交换 (

4.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代理。

5.

从代理群集页中，单击添加。

6.

7.

在创建代理群集页上的群集名称字段中，指定群集名称。

名称中只能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切勿使用特殊字符，如符号 (@) 或与符号 (&)。群
集创建好后，无法再修改名称。
在群集模式中，选择集成流。

可用模式如下：
•
•

8.
9.

)，

同步
异步

在描述中，指定有关群集的任何其他信息。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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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集成作业

当运行提取的代理在群集中提取集成作业时，使用分配可以确定优先级。可以分配实体（位
置、应用程序或集成）以将其与选定群集关联，并设置它们的提取顺序。
要分配集成作业：

1.
2.
3.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代理。

从代理群集页中，选择集成作业要添加到的群集的名称。

单击代理选项卡，然后从要用于分配的群集中选择代理名称。

请注意以下事项：
•

名称 - 分配给群集的代理的名称。

•

Web URL - 表示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将请求发送到的
Web 地址。

•

•

4.

物理 URL - 表示 Web URL 通过反向代理将请求重定向到的 IP 地址和端口。
Web URL 字段可以修改。

上次 Ping - 系统上次检查主机何时可用的日期和时间。

单击分配选项卡，然后从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实体的类型。
有效的实体类型如下：
•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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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6.

集成
位置

从实体下拉列表中，选择实体。
可选：单击添加/删除按钮 (

) 可添加新分配或删除现有分配。

EPM 集成代理脚本编写

事件

EPM 集成代理提供了标准功能的扩展，用户可以使用 Java 或 Jython/Groovy 脚本编写
连接到任何数据源，或根据业务要求有条件地更改已定义查询。使用 EPM 集成代理的
标准 SQL 处理会产生数据集，该数据集随后会上传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用户可通过编写脚本来绕过标准处理而生成自定义数据集，该数
据集将随 EPM 集成代理处理上传到 EPM 云中。
EPM 集成代理执行的步骤如下：
1.
2.

处理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指定的由 EPM 集成
代理数据源所定义的 SQL。

根据定义的数据源准备 SQL 结果集并传输到 EPM 云。

这些步骤称为“提取”和“上传”步骤。EPM 集成代理中的脚本编写支持与这两个处理步骤
相关的四个事件，从中可定义自定义脚本。这些事件如下所示：
事件

脚本名称

提取之前

BefExtract.py

提取之后

AftExtract.py

上传前

BefUpload.py

上传后

AftUpload.py

BefExtract.groovy

AftExtract.groovy

BefUpload.groovy

AftUpload.groovy

说明

代理提取处理之前所执行的脚
本。如果想要在 SQL 处理之前
执行任何处理，应在此脚本中
加入该代码。

代理提取处理之后所执行的脚
本。提取文件准备好之后，在
agent/MyData/data 本地文
件夹中会包含一个带 dat 后缀
的作业 ID
数据文件上传到 EPM 云之前
所执行的脚本。上传到 EPM
云的文件是 agent/MyData/
data 文件夹中的
<jobID>.dat 文件。
数据文件上传到 EPM 云之后
所执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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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在回写执行期间使用的 EPM 集成代理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事件的信息，请
参阅“EPM 集成代理回写事件脚本”。
在安装了代理的本地计算机上的 agent/Sample/jython 和 agent/Sample/groovy 文件夹中，
提供了示例脚本。如果将某个脚本置于 agent/MyData/scripts 文件夹中，则系统会运行该脚
本的实例。例如，如果仅希望执行 BefExtract 脚本，则只将此脚本保存在 agent/MyData/
scripts 文件夹中。

您也可以选择创建自己的 Java 类实现，以实施上面介绍的四个自定义方法。Agent/Sample 文
件夹中提供了一个示例以供参考，但如果选择此方法，需考虑以下几点：
•

•
•

•
•

如果选择直接在 Java 中实施集成逻辑，则无需将任何脚本保存在 agent/MyData/scripts
文件夹中。Java 实现始终执行这四个事件，如果其中的任一事件没有脚本文件，则仅处理
客户/合作伙伴定义的 Java 逻辑。

可以创建一个 Java 类文件 CustomEvent.java，该文件应实施 agent-interface.jar 中存
在的接口 EPMAgentInterface（例如，public class CustomEvent 实施
EPMAgentInterface{}）。
CustomEvent.class 可在 agent-interface.jar 中打包为
oracle.epm.aif.agent.agentinterface.CustomEvent.class。如果选择将它打包在单独
的 jar 中（不是 agent-interface.jar），则此 jar 必须包含在 CUSTOM_CLASS_PATH 代理
启动参数中。
如果选择使用与 oracle.epm.aif.agent.agentinterface.CustomEvent.class 不同的类
名称，则必须使用完全限定的 java 类名称设置启动参数
CUSTOM_INTERFACE_CLASS_NAME。

请注意，每当开发人员在定期 EPM 云发布周期过程中提供修复或新版本时，agentinterface.jar 都会更新。自定义事件类可以用于开发和测试目的，但对于生产部署，建
议维护单独的 jar，以免覆盖自定义。

EPM 集成代理 API 方法

EPM 集成代理提供许多可在脚本中用于执行以下操作的方法：指定日志文件中的文本、更新
绑定变量和查询，以及在使用特殊查询或使用非 SQL 数据源时指示 EPM 集成代理跳过 SQL
处理步骤。
EPM 集成代理 API 方法如下：
API 方法

logInfo()

说明

示例

将信息消息记录到代理进程日
agentAPI.logInfo("SAMPLE:
志。此条目记录到
INFO log message from
EPM_APP_DATA_HOME\logs 文 script")
件夹中的进程日志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作业日
志，但不记录到本地
epmagent.log。日志条目在
INFO 日志级别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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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方法

logError()

setBindVariables()

说明

示例

将错误消息记录到代理进程日
agentAPI.logError("SAMPLE
志。此条目记录到
: SEVER log message from
EPM_APP_DATA_HOME\logs 文 script")
件夹中的进程日志、EPM 云中的
作业日志以及 epmagent.log
中。日志条目在 SEVER 日志级别
创建。
使用 setBindVariables() 方
法可更新提取查询的绑定变量。
这仅适用于 befExtract 脚本。

newBindVar =
dict({'PERIOD':'Feb-05',
'LEDGER':'Vision
Operations (USA)'})

对于每个带有变量 NAME 作为键
并带有 VALUE 的变量，绑定变量 jmap =
必须作为 java 映射条目来传递。 java.util.HashMap()

针对 newBindVar.keys():

jmap[key] =
newBindVar[key] 中的键

getBindVariables()

updateQuery()

getQuery()

skipAction()

使用 getBindVariables() 方
法可获取提取查询的绑定变量。
每个绑定变量均存储在映射中，
映射使用 NAME 和 VALUE 键来定
义绑定变量。

使用 updateQuery() 方法可更
新提取查询。这仅适用于
befExtract 脚本。

agentAPI.setBindVariable
s(jmap)
bindVariables =
agentAPI.getBindVariable
s()

针对

bindVariables.entrySet():
print entry.key,
entry.value 中的条目
agentAPI.updateQuery("SEL
ECT * FROM TDATASEG")

使用 getQuery() 方法可获取在 print "Printing Query: "
提取执行调用期间从 EPM 云传递 + agentAPI.getQuery()
到 EPM 集成代理的查询。

当 EPM 集成代理使用自定义提取 agentAPI.skipAction('true
例程时，使用 skipAction() 方 ')
法可跳过提取数据步骤。

请注意，只能在 befExtract 脚
本期间跳过提取执行。

如果要提供一个数据文件以上传
到 EPM 云，而不是执行已保存查
询，则必须将名为 <process
ID>.dat 的文件及时保存到
MyData/data 文件夹，这样才能
上传到 EPM 云。这意味着，该文
件必须在 befExtract、
aftExtract 或 befUpload 脚本
中保存到该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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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M 集成代理上下文函数

有许多 EPM 集成代理 API 上下文函数可用，可为脚本编写者提供重要的上下文信息。
上下文函数如下所示：
函数

说明

提供代理正在执行的作业类型。目前，JOBTYPE 流
程为 "EXTRACT" 和 "INTEGRATION"。

agentContext["JOBTYPE"]
agentContext["EPM_APP_DATA_HOME"]

提供在启动 EPM 集成代理时所使用的 INI 文件中
指定的数据主目录。
提供在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输入数据源的过程中所指定
的文件分隔符。

agentContext["DELIMITER"]

提供上传到 EPM 云的文件的路径和名称。使用此
函数代替手动构建文件名。

agentContext["DATAFILENAME"]
agentContext["JOBID"]
agentContext["INTEGRATION"]

提供在 EPM 云中提交的集成中的作业 ID。
提供正在执行的 INTEGRATION 的名称。

agentContext["WRITEBACK_DATA_FILE"]
agentContext["LOCATION"]

提供从 EPM 云下载的回写数据导出文件的路径和
名称。使用此函数代替手动构建文件名。

提供在 EPM 云中提交的集成中的位置。

agentContext["SOURCE_APPLICATION"]
agentContext["TARGET_APPLICATION"]

EPM 集成代理脚本示例

提供在 EPM 云中提交的集成中的源应用程序。

提供在 EPM 云中提交的集成中的目标应用程序。

以下脚本示例显示了如何调用外部 API，API 用于提供兑换率，然后准备数据以便采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数据交换”部分中定义的集成可处理的格式上
传。EPM 云中的设置步骤使用代理实例作为集成的数据源，使用 EPM 应用程序作为目标。注
意，此脚本只是一个示例，不保证无任何缺陷，用户不能就与该脚本相关的任何疑问或问题向
Oracle 支持部门提出服务请求。

''' This jython script calls an external API to get exchange rates, and then
generates a file which is picked up by the EPM Integration Agent '''
import json
import urllib2
''' Turn off SQL processing by AGENT '''
agentAPI.skipAction('true')
''' Set Proxy for HTTP call. Needed when connected via VPN '''
proxy = urllib2.ProxyHandler({'http': 'www-proxy.example.com:80' 'https':
'www-proxy.example.com:80'})
opener = urllib2.build_opener(proxy) urllib2.install_opener(op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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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up URL for rates download. Please see the URL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regards to options. '''
currency = 'USD'
ratesurl = 'https://api.exchangeratesapi.io/latest?base=' + currency
fxrates = urllib2.urlopen(ratesurl)
text = json.loads(fxrates.read())
allrates = text['rates']
agentAPI.logInfo("Jython Script - RateExtract: URL - " + str(ratesurl))
''' Generate file for loading into the EPM Cloud '''
outfilename = agentContext["DATAFILENAME"]
outfile = open(outfilename, "w")
''' Generate header row '''
outfile.write("Account,Currency,Entity,From
Currency,Scenario,View,Rate" + chr(10))
''' Generate a row for each rate '''
for toCur,toRate in allrates.iteritems():
mystr = "Ending Rate" + "," + str(toCur) + "," + "FCCS_Global
Assumptions" + "," + "FROM_" + str(currency) + "," + "Actual" + "," +
"FCCS_Periodic" + "," + str(toRate) + chr(10)
outfile.write(mystr)
outfile.close()
agentAPI.logInfo("Jython Script - RateExtract: Output File Name - " +
str(outfilename))

使用 EPM 集成代理集成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数据

可以使用 EPM 集成代理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间直接集成数据。使用这种类型的集成，可以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上运行的暂存或其他应用程序提取源数据。还可以将数
据从 EPM 云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上选定的报表数据仓库。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是一种全面的云体验，具有在高端 Oracle 硬件系统上优
化的全自动数据仓库和事务处理工作量。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提供易于使
用、完全自治的数据库，可弹性扩展并提供快速查询性能。

作为一种服务，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不需要进行数据库管理。您不需要配置
或管理任何硬件，也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处理以下操
作：设置数据库；备份数据库；修补和升级数据库；增大或收缩数据库。有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FAQs For Autonomous Database》。

将数据加载或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以及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加载或回写数据时，使用 EPM 集成代理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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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M 云之间建立连接。客户可以在本地网络上安装代理（类似于客户当前使用代理从内部部
署数据源提取数据的方式），也可以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计算实例中安装代
理，然后配置数据库连接。计算实例为其托管的虚拟服务器提供处理能力和内存容量。此方法
为客户的解决方案提供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EPM 云和 Oracle Autonomous Cloud 集成还允许客户向下钻取数据并执行直接加载。

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过程说明

EPM 集成代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客户可以使用该解决方案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和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间执行双向集成。

概括地说，在 EPM 云和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间集成数据的步骤如下：
1.
2.

连接到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Autonomous Database。

在本地网络或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计算实例的服务器上安装 EPM 集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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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从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下载 wallet。

将 wallet 复制到代理服务器，然后将其解压缩。

配置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数据源应用程序，并/或配置数据导出应用程
序。

设置集成。

运行集成。

连接到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以下步骤假定您连接到已创建的自治数据库实例。有关创建自治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Getting Started and Provisioning Autonomous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要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1.
2.

3.

从 https://cloud.oracle.com 登录。

在 Cloud Account Name（Cloud 帐户名）中，输入 Cloud 帐户名称，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在 Oracle Cloud Account Sign In（Oracle Cloud 帐户登录）页上，在 User
Name（用户名）中输入用户名，在 密码（Password）中输入密码，然后单击
Sign In（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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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在 Getting Started（入门）页上，单击左上角中的 Navigator（导航器）(
层导航选项。

) 以显示顶

单击 Home（主页），然后在 Featured（特色）下单击 Autonomous Database（自治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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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打开“Autonomous Data（自治数据）”页，其中显示当前区域和区间中的数
据库列表。
6.

7.

8.

在 Autonomous Database（自治数据库）页上的 Display Name（显示名称）
下，选择要连接到的自治数据库。

单击 DB Connection（数据库连接）。

在 Data Connections（数据连接）页上，通过选择 wallet 类型指定用于连接到数
据库的客户端凭据和连接信息。

wallet 是一个受密码保护的容器，用于存储身份验证和签名凭据（包括私有密钥、
证书和可信证书），所有这些都由 SSL 用于进行强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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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 wallet 类型：
•
•

Instance Wallet（实例 Wallet）：仅用于单个数据库的 Wallet；这提供特定于数据库
的 wallet。
Regional Wallet（区域钱包）：给定租户和区域的所有自治数据库的 Wallet（这包括
Cloud 帐户拥有的所有服务实例）。

Note:
Oracle 建议您尽可能使用 Instance Wallet（实例 Wallet）向最终用户和应用程
序使用场合提供特定于数据库的 wallet。区域 wallet 应仅用于可能需要访问区域
内所有自治数据库的管理目的。

9.

单击 Download Wallet（下载钱包）。

10. 在 Download Wallet（下载 Wallet）对话框中，在 Password（密码）字段中输入 wallet

密码，然后在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字段中确认该密码。

系统会提示您提供用于对 wallet 内的密钥进行加密的密码。密码长度必须至少为 8 个字
符，并且必须至少包含 1 个字母和 1 个数字字符或 1 个特殊字符。此密码保护下载的客户
端凭据 wa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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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 Download（下载）以保存客户端安全凭据 zip 文件。

默认情况下，文件名为：Wallet_ databasename .zip。您可以将此文件以任何文
件名保存到任何本地文件夹中。

12. 单击 Close（关闭）。

Note:
要使用 SQL Developer 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请参阅
《Connect SQL Developer to Autonomous Transaction Processing》。

配置 EPM 集成代理以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 EPM 集成代理配置以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其中介
绍了以下过程的配置步骤：
•
•

在本地网络上配置 EPM 集成代理
在计算实例上配置 EPM 集成代理

在本地网络上配置 EPM 集成代理

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加载或回写数据以及将数据加载或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时，在组织网络内的本地计算机上安装该代理。
要在本地网络中配置 EPM 集成代理：
1.

在数据集成中，下载最新的 EPMAgent ZIP。
a.

单击数据交换 (

)，然后选择数据集成选项卡。

)，然后从应用程序中选择数据交换
（可选）通过单击导航器 (
(
)，可以启动数据集成。

b.
c.

2.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下载代理。

从文件管理器页中，将 EPMAgent ZIP 提取到目标文件夹。

目标文件夹为 AGENT_HOME。

导航到创建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连接时下载 wallet 的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zip 的文件名为：Wallet_databasename.zip。

有关创建 wallet 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3.
4.

将 wallet 复制到配置目录（如 <EPMAgentDevData\config>），或者在
EPM_APP_DATA_HOME 下创建 wallet 目录。

选择 wallet 并将其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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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tnsnames.ora 文件并替换代理条目来在服务说明中添加代理条
目，如下例所示：
myadb_high = (description= (retry_count=20)(retry_delay=3)
(address=(https_proxy=myproxy.sample.com)(https_proxy_port=80)

tnsnames.ora 文件是一个配置文件，其中包含映射到本地命名方法的连接描述符的网络服
务名称，或映射到侦听器协议地址的网络服务名称。此代理信息是必需的，因为您是在网
络内运行代理。

6.

保存 tnsnames.ora 文件。

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计算实例中部署 EPM 集成代理

将数据加载或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以及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加
载或回写数据时，可以将 EPM 集成代理放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计算实例中。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提供计算实例，以便您可以设置和管理计算主机。可以根据需要创
建实例以满足计算和应用程序要求，例如为实例托管的虚拟服务器提供处理能力和内存容量。
创建实例后，可以从计算机安全地访问实例，重新启动实例，附加和分离卷，然后在完成实例
后终止实例。终止实例时，对实例的本地驱动器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将丢失。
在 Oracle Cloud Infastructure 计算实例上部署 EPM 代理具有以下优势：
•

简单安装

•

所有数据流量都位于云中，不会向内部部署环境传输任何数据。

•

不需要进行任何特殊的网络配置（如配置防火墙或在内部部署环境中打开端口）。

使用计算实例时，代理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和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间建立连接。这种方法为客户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可扩展性和灵活
性。您仍需要在数据集成中创建集成定义，包括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适配器、SQL
查询和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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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计算实例

您创建一个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计算实例，在其中安装 EPM 集成代理，然后将
数据加载并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此外，您还可以在本地访问主机系
统上的其他工具、实用程序和其他资源。此实施使用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客
户端软件建立安全连接，并以 opc 用户身份登录。

开始创建计算实例之前，需要以下信息：
•

•

对于以下操作具有访问权限的 Oracle Cloud 用户帐户：管理给定区间中的计算实
例；使用给定的 VCN 和子网；查看有关将连接到的专用数据库的信息。

创建 Oracle Cloud 计算实例时要使用的区间、VCN 和子网的名称。您的自治数据
库管理员或租户管理员应能够为您提供此信息。

要创建计算实例：
1.
2.
3.
4.
5.
6.

7.

从 https://cloud.oracle.com 登录。

在 Cloud Account Name（Cloud 帐户名）中，输入 Cloud 帐户名称，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在 User Name（用户名）中输入用户名，在 Password（密码）中输入密码，然后
单击 Sign In（登录）。

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页上，单击左上角中的导航菜单以显示顶层导航选
项。

单击 Compute（计算），然后在 Compute（计算）下单击 Instances（实例）。
在 Instances（实例）页上，单击 Create Instance（创建实例）。

在 Create Compute Instance（创建计算实例）页上，转到 Add SSH Keys（添加
SSH 密钥）窗格，然后单击 Generate a key pair for me（为我生成密钥对）。

SSH 是加密网络协议，该协议使用两个密钥（公共密钥和私有密钥）在两台计算机
之间提供安全的通信。默认情况下，SSH 使用端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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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密钥保留在用户那里（并且仅保留在那里），而公共密钥通常会通过 ssh-copy-id 实
用程序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存储公共密钥（并将它“标记”为已授权）。服务器现在允许
任何能够证明其具有相应私有密钥的用户访问。私有密钥保留在用户那里（并且仅保留在
那里），而公共密钥会发送到服务器。

8.

9.

选择 Save Private Key（保存私有密钥）和 Save Public Key（保存公共密钥）选项，并
将这两个密钥保存到一个目录中，以便您以后可以引用它们。

单击创建。

10. 在 Instances（实例）页上，单击实例的名称以显示实例详细信息。

11. 从 Instance Access（实例访问）中的 Public IP Address（公共 IP 地址）下，复制和保

存 IP 地址。

当连接到远程主机时，需要指定公共 IP 地址。

使用 Putty 连接到计算实例

可以使用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或远程桌面连接来连接到正在运行的实例。默认情况
下，大多数 UNIX 样式的系统都包含一个 SSH 客户端。Windows 10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系统应包含 OpenSSH 客户端，如果您使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生成的 SSH 密钥创建
实例，则需要该客户端。对于其他 Windows 版本，可以使用名为 PuTTY 的免费 SSH 客户端
（可从 http://www.putty.org 获得）连接到命令行。
在开始之前，将需要以下信息来连接到实例：

•
•

•
•

实例的公共 IP 地址。可以从控制台中的“实例详细信息”页获取地址。打开导航菜单并单击
计算。在计算下，单击实例。然后，选择您的实例。或者，可以使用核心服务 API
ListVnicAttachments 和 GetVnic 操作。

实例的默认用户名。如果您使用 Linux、CentOS 或 Windows 的平台映像启动实例，则用
户名为 opc。如果您使用 Ubuntu 平台映像启动实例，则用户名为 ubuntu。

对于 Linux 实例：启动实例时使用的 SSH 密钥对私有密钥部分的完整路径。有关密钥对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Managing Key Pairs on Linux Instances"。
对于 Windows 实例：如果是首次连接到实例，将需要实例的初始密码。可以从控制台中
的“实例详细信息”页获取密码。

要连接到计算实例：
1.
2.
3.

启动 PuTTY。

在 Basic 页上的 Host Name 中，输入在创建计算实例时复制和保存的公共 IP 地址。

在 Port number 中，保留默认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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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Connection 下的 Data 下，在 Auto-login user name 中，输入 opc。

opc 用户可以执行需要对计算节点具有 root 访问权限的操作（如备份或修补）；此
用户可以使用 sudo 命令获取对计算实例的 root 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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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在 Connection 下的 Proxy 下，在 Proxy Type 中，选择 HTTP。

在 Proxy hostname 中，输入客户代理服务器地址。
在 Port number 中，将端口号保留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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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 Connection 下，展开 +SSH，然后选择 Auth。

从 Private key file for authentication 中，输入在创建计算实例时收到的私有密
钥。
还可以单击

并导航到已保存的私有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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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 Open 以启动计算实例。

在以下示例中，代理已安装到计算实例并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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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SCP 连接到计算实例

可以使用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或远程桌面连接来连接到正在运行的实例。默
认情况下，大多数 UNIX 样式的系统都包含一个 SSH 客户端。Windows 10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系统应包含 OpenSSH 客户端，如果您使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生成的 SSH 密钥创建实例，则需要该客户端。对于其他 Windows 版本，
可以使用名为 PuTTY 的免费 SSH 客户端（可从 http://www.putty.org 获得）连接到命
令行。
在开始之前，将需要以下信息来连接到实例：
•

•
•
•

实例的公共 IP 地址。可以从控制台中的“实例详细信息”页获取地址。打开导航菜单
并单击计算。在计算下，单击实例。然后，选择您的实例。或者，可以使用核心服
务 API ListVnicAttachments 和 GetVnic 操作。

实例的默认用户名。如果您使用 Linux、CentOS 或 Windows 的平台映像启动实
例，则用户名为 opc。如果您使用 Ubuntu 平台映像启动实例，则用户名为
ubuntu。

对于 Linux 实例：启动实例时使用的 SSH 密钥对私有密钥部分的完整路径。有关密
钥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anaging Key Pairs on Linux Instances"。
对于 Windows 实例：如果是首次连接到实例，将需要实例的初始密码。可以从控
制台中的“实例详细信息”页获取密码。

要连接到计算实例：
1.
2.
3.
4.
5.

启动 WinSCP。

在 WinSCP 页上，依次选择 Session 和 New Session。

在 Login 页上的 Host Name 中，输入已复制和保存的 Public IP Address。
在 Port number 中，保留默认值 22。
在 User name 中，输入 opc。

opc 用户可以执行需要对计算节点具有 root 访问权限的操作（如备份或修补）；此
用户可以使用 sudo 命令获取对计算实例的 root 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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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从 Advanced 下拉列表中，选择 Advanced。

在 Advanced Site Settings 页上，依次选择 Connection 和 Proxy。

从 Proxy Type 下拉列表中，选择 HTTP。
在 User name 中，输入客户代理服务器。

10. 在 Port number 中，将端口号保留为 80。

11. 依次单击 SSH、Key exchange 和 Authentication。
12. 从 Private key file 中，单击
13. 单击 OK。

，然后导航到已保存的私有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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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Login 页上，单击 Login。

将显示对 opc 登录信息进行身份验证的消息。

在计算实例上配置 EPM 集成代理

创建 Oracle Cloud 计算实例后，需要连接到该实例，然后传输和安装 EPM 集成代理和
其他相关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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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此实施使用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客户端软件建立安全连接，并以 opc 用户
身份登录。
开始创建计算实例系统之前，需要以下信息：
•

•
•

对于以下操作具有访问权限的 Oracle Cloud 用户帐户：管理给定区间中的计算实例；使用
给定的 VCN 和子网；查看有关将连接到的专用数据库的信息。
创建 Oracle Cloud 计算实例时要使用的区间、VCN 和子网的名称。您的自治数据库管理
员或租户管理员应能够为您提供此信息。
要在计算实例上安装和配置 EPM 集成代理，将需要以下文件：

–

–
•

–

EPMAgent.zip

Wallet

要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一起使用的 SSL 证书

用于传输文件的 WinSCP。可从以下位置免费下载 WinSCP：https://winscp.net/eng/
index.php

要在计算实例上配置 EPM 集成代理：
1.

使用主机名、用户名、密码或 SSH 密钥连接到计算实例。

有关连接到计算实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Putty 连接到计算实例”或“使用 WSCP 连接
到计算实例”。
其他连接信息可以从连接到实例获得。

2.

使用可从 OCI yum 服务获得的 RPM，将 Oracle Java 安装到 OCI 计算配置中运行的
Oracle Linux 上。

有关安装 Oracle Java 的说明，请参阅“如何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中安装 Oracle
Java。”
3.

使用主机名、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 WinSCP，然后单击登录。

4.

通过将以下文件从源目录拖放到计算实例上的目录来传输它们：

WinSCP 将在一个类似于 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的目录结构中打开。

•

EPMAgent.zip。

•

Wallet - wallet 文件存储来自自治数据库服务控制台的客户端凭据。

•

可以从数据集成的本地网络下载最新的 EMPAgent.zip。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载
EPMAgent ZIP”。
有关 wal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连接到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SSL 证书 - 与 EPM 云一起使用的证书。

在 EPM 云和 EPM 集成代理之间启用加密连接时，需要使用证书。

（可选）还可以使用 scp 命令行实用程序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之间安全地复制文件
和目录。SCP 命令语法使用以下格式：scp [OPTION][user@]SRC_HOST:]file1
[user@]DEST_HOST:]file2

下面是示例 scp 命令，在 Linux 和 Mac 上，在传输此配置所需的 EPM 集成代理组件
时可以使用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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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 -i /Users/Oracle/Documents/oci/ssh-key-private.key epmagent.jar
opc@<OCI INSTANCE PUBLIC IP ADDRESS>:/home/opc/epmagent.jar
scp -i /Users/Oracle/Documents/oci/compute/ssh-key- private.key
epm.cer opc@<OCI INSTANCE PUBLIC IP ADDRESS>:/home/opc/epm.cer
scp -i /Users/Oracle/Documents/oci/compute/ssh-key- private.key
Wallet-epm.zip opc@<OCI INSTANCE PUBLIC IP ADDRESS>:/home/opc/
Wallet-epm.zip

5.

6.
7.
8.

将 EPMAgent.zip 提取到目标文件夹中。
通常，目标文件夹为 <AGENT_HOME> 。

将 wallet 复制到配置目录，或者在 <EPMAgentDevData\config> 或
<EPM_APP_DATA_HOME> 中创建 wallet 目录，然后将其解压缩。

将证书复制到 <EPM_AGENT_HOME/cert> 目录。
在计算实例上启动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动 EPM 集成代理”。

将数据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加载到 EPM 云中

您可以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提取数据（通过对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的数据库执行关系数据库 SQL 查询），然后使用本地网络中的 EPM 集成
代理将数据或元数据加载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

EPM 集成代理定义为集成的数据源，在执行时会提供数据，这些数据随后又映射并加
载到选定的目标应用程序中。

作为加载数据的先决条件，您必须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此外，您必
须已经下载了 Oracle Wallet。wallet 提供了一种跨多个域管理数据库凭据的简便方法。
将数据从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加载到 EPM 云中：
1.

在数据集成中，创建查询定义并保存 SQL 查询。
为此，请参阅“创建 SQL 查询”。

如果已在数据集成中注册 SQL 查询，请跳过此步骤。

2.

创建一个文件，其中包含源数据中的一个标题行。

该标题行必须与目标维中的维名称完全匹配。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
名代表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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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文件另存为带有标题行的 CSV 格式文件。

4.

注册 Oracle Autonomous 数据源应用程序：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文件浏览器上传该文件。

a.
b.
c.
d.
e.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在创建应用程序中，从类别中选择数据源。

从类型中，选择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从文件中，选择在步骤 8 中创建的文件。
单击

f.

g.

。

以在“文件浏览器”页上浏览到该文件。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
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请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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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在应用程序页中，单击 Oracle Autonomous 数据源应用程序旁边的
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单击选项选项卡。

在数据提取查询中，指定要对文件运行的 SQL 查询的名称。

在分隔符中，选择文件中所用的分隔符的类型。
可用分隔符符号如下：
•

逗号 (,)

•

分号 (;)

•
•
•

叹号 (!)
冒号 (:)
竖线 (|)

10.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可用的凭据存储类型如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连
接的 JDBC URL、用户名和密码。URL 格式必须包括 JDBC URL、wallet 文件夹的
路径、用户名和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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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jdbcurl=jdbc:oracle:thin:@<tns_name>?TNS_ADMIN=<path_to_wallet_folder>
.cred 文件中的条目示例可能如下所示：
jdbcurl=jdbc:oracle:thin:@epmdevdb0_low?TNS_ADMIN=C:\ATP
Connection\epmdevdb0_wallet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Note: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存储密
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并将密
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11. 在用户名中，指定用于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用户名。

如果使用 SQL Developer 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请指定 SQL Developer
用户名和密码。

12. 在密码中，指定用于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密码。

13. 在服务名称中，指定服务名称。

可以通过打开 tnsnames.ora 文件并选择与连接关联的服务名称来找到服务名称。服务名
称是映射到连接描述符中包含的数据库网络地址的别名。
连接到数据库时，需要选择服务名称。自治数据仓库连接的服务名称采用如下格式：
•

•

•

databasename_high

databasename_medium
databasename_low

这些服务映射到 LOW、MEDIUM 和 HIGH 使用者组。

例如，如果您创建一个具有“数据仓库”工作量类型的自治数据库，并将数据库名称指定为
DB2020，则服务名称为：
•

db2020_high

•

db2020_low

•

db2020_medium

如果您使用 db2020_low 服务进行连接，则该连接使用 LOW 使用者组。
这些使用者组的基本特征为：
•

•

HIGH：资源最多，并发性最低。并行运行查询。
MEDIUM：资源较少，并发性较高。并行运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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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修改 MEDIUM 服务并发限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hange MEDIUM
Service Concurrency Limit”。
LOW：资源最少，并发性最高。串行运行查询。

14.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在查询的每个数据库往返过程中获取的行数（即驱动程序处理

的行数）。

15. 在 Wallet 位置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服务器中的目录位置，您的 wallet 已下载并

解压缩到该位置。

16. 单击保存。

17. 通过完成以下任务来完成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数据源与 EPM 云的集

成：

任务

说明

映射维

将数据源中的列映射到目标应 映射维
用程序中的维。

常规

映射成员
选项
运行集成

更多信息

为基于文件的源和直接集成源 定义数据集成
添加或编辑集成。

映射维以确定如何将源字段值 映射成员
转换为目标维成员。

定义用于导入和导出数据的选 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项。此外，定义任何源筛选
器。

执行集成时，EPM 集成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运行
集成”
会在 EPM 云中启动导出过
程。代理会下载导出数据。代
理还基于选定的方法构造相应
的 INSERT 语句并将数据加
载到目标表中。
可以通过从“进程详细信息”下
载输出文件来审核所导出的数
据。回写数据库列名在所生成
的文件中指定为列标题，如下
所示。

将数据从 EPM 云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

EPM 集成代理通过允许您将数据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移动到本地网络上的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来支持回写。要使
用此功能，请注册数据导出应用程序以将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
选定的报表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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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代理可以在执行回写期间执行两个事件脚本：BefExport 和 AftExport。使用
Bef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前执行任何操作，也可以覆盖默认的插入处理。使
用 AftExport 事件，可以在向表中插入数据之后执行任何后处理清除操作。
在 SYNC 和 ASYNC 模式下运行的代理均支持回写功能。

要将数据回写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1.

在数据集成中，创建一个文件，其中包含要回写的源数据中的一个标题行。

该标题行必须与目标维中的维名称完全匹配。在维名称的 SQL 查询中，可以使用别名代表
列名称。

2.

将文件另存为带有标题行的 CSV 格式文件。

3.

注册数据导出应用程序，其类型为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文件浏览器上传该文件。

a.
b.
c.
d.
e.

从数据集成主页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

从创建应用程序中的类别中，选择数据导出。

从类型中，选择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从文件中，选择在步骤 2 中创建的文件。
单击

f.

。

以在“文件浏览器”页上浏览到该文件。

在前缀中，指定一个前缀以确保应用程序名称唯一。

前缀与文件名连接在一起组成唯一的应用程序名称。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应用程序命
名为与现有应用程序相同的名称，您可以将您的姓名首字母指定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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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4.

在应用程序页上，单击“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源应用程序旁边

的
5.

依次单击确定和保存。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详细信息。

转到“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源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维
选项卡，验证标题记录中的列名是否与要将数据加载到的表中的列名或列别名完全
匹配。
名称区分大小写。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为回写设置应用程序详细信息维”。

6.
7.

在应用程序详细信息页上，单击选项选项卡。

在批大小中，指定一次从文件读取到内存的行数。
该参数主要用于决定性能。加载数据时，此设置决定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多少条记
录。例如，当指定了 1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中存储 1,000 条记录。类似地，当指
定了 5000 时，将在高速缓存和提交中存储 5,000 条记录。

根据服务器内存确定此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8.

在表名中，指定要将数据加载到的表名称。

“数据导出到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中的维名必须与表中的列名相匹配。系统会生成
INSERT 语句以自动加载数据并为所有字段插入文本。
如果您在此字段中指定表名，请勿在插入查询字段中指定 INSERT 语句。

9.

在插入查询中，指定与在“查询定义”页上创建的自定义 INSERT 语句相关联的 SQL
查询的名称。
INSERT 查询必须包含值表和值列以及应用程序的维名称。使用此方法，可以提供
用户友好的维名称，还可以使用 SQL 函数（如 TO_DATE、TO_NUMBER 和其他
函数）执行数据类型转换和其他字符串运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自定义
INSERT 查询进行回写”。
如果您指定 INSERT 查询，请勿在表名字段中指定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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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凭据存储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所用的凭据存储的类型。

可用的凭据存储类型如下：
•
•

云

文件

对于云凭据存储类型，将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符串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对于文件凭据存储类型，创建一个文件，以存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连接的
JDBC URL、用户名和密码。URL 格式必须包括 JDBC URL、wallet 文件夹的路径、用户
名和密码。文件名必须为 appname.cred 且存储在 config 目录中。
该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

jdbcurl=jdbc:oracle:thin:@<tns_name>?TNS_ADMIN=<path_to_wallet_folder>
.cred 文件中的条目示例可能如下所示：
jdbcurl=jdbc:oracle:thin:@epmdevdb0_low?TNS_ADMIN=C:\ATP
Connection\epmdevdb0_wallet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注：

两个凭据存储类型所使用的密码必须加密。

当类型为“云”存储时，以常规方式在用户界面中键入密码。系统将加密并存储密
码。

当类型为“文件”存储时，必须使用 encryptpassword 实用程序加密密码，并将密
码存储在文件中。有关加密密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加密 EPM 云用户密码”。

11. 在工作流模式中，指定有关如何加载数据的方法。

默认情况下，数据管理中的数据加载过程设计为具有明确定义的流程流，可以提供数据加
载过程的完整审核以及在工作台中向下钻取和查看数据的功能。但是，由于出于审核目的
而对数据进行存档，完整的数据流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延长。当处理大量数据或不需要审
核，而性能是关键要求时，工作流模式选项可提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有三个工作流模式选项：
•

完全

•

简单

•

完全 (无存档)

“完全”选项是用于加载数据的默认流。以标准方式在临时表之间加载数据，可在工作台中
查看数据，且支持向下钻取。

“完全 (无存档)”选项加载数据的方式与完全模式相同，但在数据加载过程结束时将从临时
表中删除数据。只有在导入步骤完成后才能在工作台中查看数据。向下钻取功能不适用于
“完全 (无存档)”模式。如果要在加载过程中查看和验证数据，但又不要求审核或向下钻
取，则此方法非常有用。
此方法不会提供性能改进，但会限制空间使用，因为它不会保留数据以供将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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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选项会限制在临时表之间移动数据。向下钻取功能不适用，且无法在工作台
中查看数据。此方法提供性能改进，在不要求审核或向下钻取时非常有用。
“简单”选项会限制在临时表之间移动数据。向下钻取功能不适用，且无法在工作台
中查看数据。此方法提供性能改进，在不要求审核或向下钻取时非常有用。

12. 在用户名中，指定用于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用户名。

如果使用 SQL Developer 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请指定 SQL
Developer 用户名和密码。

13. 在密码中，指定用于连接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密码。

14. 在服务名称中，指定服务名称。

可以通过打开 tnsnames.ora 文件并选择与连接关联的服务名称来找到服务名称。
服务名称是映射到连接描述符中包含的数据库网络地址的别名。

连接到数据库时，需要选择服务名称。自治数据仓库连接的服务名称采用如下格
式：
•

•
•

databasename_high

databasename_medium
databasename_low

这些服务映射到 LOW、MEDIUM 和 HIGH 使用者组。

例如，如果您创建一个具有“数据仓库”工作量类型的自治数据库，并将数据库名称
指定为 DB2020，则服务名称为：
•

db2020_high

•

db2020_low

•

db2020_medium

如果您使用 db2020_low 服务进行连接，则该连接使用 LOW 使用者组。

这些使用者组的基本特征为：
•

•

•

HIGH：资源最多，并发性最低。并行运行查询。
MEDIUM：资源较少，并发性较高。并行运行查询。

您可以修改 MEDIUM 服务并发限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hange
MEDIUM Service Concurrency Limit"。
LOW：资源最少，并发性最高。串行运行查询。

15. 在 Wallet 位置中，指定 EPM 集成代理服务器中的目录位置，您的 wallet 已下载并

解压缩到该位置。

16. 在累计数据中，输入是以在导出之前汇总帐户数据并按一列或多列对结果进行分

组。

输入否不在导出之前汇总帐户数据，且不按一列或多列对结果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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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单击保存。

18. 通过完成以下任务将 EPM 云应用程序与“数据导出到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应用

程序集成。
任务

说明

映射维

将数据源中的列映射到目标应用 映射维
程序中的维。

常规

映射成员
选项
运行集成

更多信息

为基于文件的源和直接集成源添 定义数据集成
加或编辑集成。

映射维以确定如何将源字段值转 映射成员
换为目标维成员。

定义用于导入和导出数据的选
设置数据集成选项
项。此外，定义任何源筛选器。
执行集成时，EPM 集成代理会 运行集成
在 EPM 云中启动导出过程。代
理会下载导出数据。代理还基于
选定的方法构造相应的 INSERT
语句并将数据加载到目标表中。
可以通过从“进程详细信息”下载
输出文件来审核所导出的数据。
回写数据库列名在所生成的文件
中指定为列标题，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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