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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整合
資料整合是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執行整合程序的機制。專為
繁忙的管理員和使用者而設計，您可以定義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和直接整合來源，建立對映規
則，以將來源資料轉換為所需的目標格式，以及執行並管理週期性資料載入過程。常見的整合
任務使用易於導覽的介面完成，該介面支援並符合您的運作方式。

備註：
資料整合不會取代傳統的資料管理，只是一項額外功能，支援與一部分傳統功能相同
的工作流程。資料整合會持續加強，直到與資料管理平起平坐。
觀賞此簡介影片以深入瞭解如何使用資料整合。
簡介：在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使用資料整合。

必備條件
使用資料整合的必備條件描述如下。
在 Planning、Tax Report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商業程序中的下列角色可以
使用資料整合：
• 服務管理員
• 超級使用者
• 使用者

備註：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可在資料整合中用作目標應用程式。
在科目調節中，只被指派「服務管理員」預先定義角色的使用者對資料整合的存取會受到限
制。
資料整合必須搭配資料管理一起使用，以完成設定任務，例如登錄來源系統或目標應用程式。
資料管理仍受到完整支援，且仍可作為「導覽器」功能表上的功能表選擇。
在資料整合與資料管理之間，與整合相關的活動是雙向且同步的。例如，當您在資料整合中對
映維度，任何儲存的對映都會自動植入資料管理。
對於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使用者，請參閱 EPM 整合代理程式。
以下為使用資料整合時的特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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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資料整合特殊注意事項/值得注意的問題

角色

在 Planning、Tax Report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商業程序中的下列角
色可以使用資料整合：
在科目調節中，只被指派「服務管理員」預先
定義角色的使用者對資料整合的存取會受到限
制。
服務管理員也能設定自訂角色，包括：
管理員—擁有完整存取權，能夠執行所有
任務。
• 建立整合—定義整合和相關聯的設定，以
及執行整合
• 執行整合—執行整合和檢視對映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Oracle Hyperion Public Sector Planning
and Budgeting 和 Oracle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Cloud 沒有資料管理的存取權
•

支援的服務

Planning、Tax Reporting、財務整合與關
帳、科目調節

連線

使用資料整合中的「設定連線」選項，以登
錄、管理和刪除與下列來源的直接連線資訊：
•
•
•

Oracle ERP Cloud
Oracle HCM Cloud
Netsuite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選項共用資料管理中「目標應用
程式」選項的現有功能，並且提昇您對更現代
化外觀與靈敏設計的體驗。這是一個具名的
「應用程式」，因為它是作為在不同的來源系
統和目標應用程式之間整合資料的主要閘道。

匯入格式

不支援固定長度檔案，包括「固定寬度 – 數值
資料」和「固定寬度 – 所有資料類型」。

工作台

•
•
•
•
•
•
•

檢視驗證錯誤不可用。
只會顯示目標應用程式中的維度。新增欄
(例如幣別或屬性) 的功能不可用。
檢視對映不可用。
「來源」與「目標」僅檢視為可用。其他
檢視 (例如「來源」、「目標」) 不可用。
「匯出至 Excel」不可用。
「從 Excel 匯入」不可用。
「匯入日記帳」不可用。

「對映成員」頁面

• 欄索引 (欄名稱) 已變更為處理順序。
• 對映指令碼無法使用。

選項

多期間載入的「欄標頭」不可用。

執行整合

排程不可用。

使用資料整合時，請注意下列術語變更：
資料管理名稱

資料整合名稱

目標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匯入格式

對映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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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名稱

資料整合名稱

資料載入對映

對映成員

資料載入規則/資料載入規則名稱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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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資料整合
若要啟動資料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選擇性：您可以按一下

，然後從應用程式，選取

來啟動資料整合。

當您從「首頁」導覽至其他位置後，若您想要返回「首頁」，請按一下

。

檢視資料整合首頁
服務管理員可以在資料整合首頁看到所有整合。
功能包括：
功能

描述

搜尋

根據在任何欄位中是否包含所選文字來搜尋整合的
清單。
例如，如果您輸入 File，系統會傳回當「名稱」、
「位置」、「來源」或「目標」欄位中出現名稱
"File" 時的所有整合。

(排序)

根據條件來排序整合的清單。
可用條件：
•
•
•
•
•
•

名稱
位置
來源
目標
上次執行日期
結果

排序結果可以遞增順序

(A 至 Z) 或遞減順序

(Z 至 A) 來列示。
啟動「建立整合」程序以新增整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整合。
重新整理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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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提供資料整合關鍵功能的快速存取，包括：
•
•

•
•
•
•

程序詳細資料
請參閱檢視程序詳細資料
應用程式：閘道，用來在來源系統與目標應用
程式之間整合資料，並套用商業規則。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資料整合中的登錄應
用程式。
期間對映：根據您的業務需求及法令規定定義
並管理各種工作曆 (例如：每月、每週或每
日)。請參閱管理期間對映。
類別對映：定義並管理類別對映，讓您能夠將
來源系統資料分類並對映至目標 Scenario 維度
成員。請參閱定義類別對映。
「代理程式」、「查詢」和「下載代理程式」
選項 (EPM 整合代理程式)。請參閱 EPM 整合
代理程式。
檔案瀏覽器：啟動「檔案瀏覽器」，您可以從
當中瀏覽至 inbox、outbox 並選取檔案。

可讓您選取並儲存執行整合時所使用的 POV 期間。
如果未選取 POV 期間，則系統會根據瀏覽器快取預
設為上次所用的期間。
您可以在期間下拉清單的旁邊出現解除鎖定圖示
(
時選取其他期間。
(「資料整合」詳細資料)

顯示每個整合的詳細資料，包括：
•

•
•
•
•
•
•

狀態 — 指出每個整合的狀態。若要顯示整合的
程序詳細資料，請按一下狀態圖示。
–

— 整合已執行成功。

–

—整合執行失敗。

–

—新整合

–
— 整合正在等候處理。
(資料整合) 名稱
(資料整合) 位置
來源
目標
上次執行日期
動作 — 移至工作流程處理程序，包括：
– 一般
– 對映維度
– 對映成員
– 選項
– 程序詳細資料
– 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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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整合工作流程
資料整合工作流程列由下列任務所組成。

您只要簡單地按一下任務，即可在工作流程列上的任務之間導覽。
任務

描述

詳細資訊

一般

新增或編輯以檔案為基礎和直接
整合來源的整合。

定義資料整合

對映維度

將資料來源中的欄對映至目標應
用程式中的維度。

對映維度

對映成員

對映維度以識別來源欄位值如何
轉譯至目標維度成員。

對映成員

選項

定義匯入和匯出資料的選項。此
外，定義任何來源篩選條件和商
業規則。

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您也可以在資料整合首頁上存取所有任務，只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任務即可。

若要執行整合，根據一般準則和篩選準則從來源擷取資料並載入到目標，請按一下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執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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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應用程式
定義整合時，使用「應用程式」選項可登錄來源和目標應用程式。您可以將本機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商業對商業程序整合 (雲端對雲端應
用程式，例如 Planning 對 Financial Reporting) 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以及一般資料來源
實體，登錄至現有的 EPM 產品組合。
登錄應用程式的程序，可提供資料可見性、完整性和驗證系統。選取「應用程式」選項後，會
顯示一個「應用程式」頁面，讓您登錄新的應用程式，或者您也可以選取現有的應用程式，然
後更新或刪除應用程式選項，或重新整理應用程式定義。
當您在「一般」頁面選擇來源和目標時，在資料整合中登錄的應用程式馬上就能讓您選取。在
資料管理中也能使用這些應用程式。

備註：
只有管理員才能使用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下拉清單上的「應用程式」選項。
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每一列旁邊的「動作」下拉清單，選取與應用程式類型相關聯的不同應用
程式相關任務，包括：
• 檢視維度
• 變更應用程式選項
• 新增、更新或刪除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的值。
• 更新 (重新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和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啟動應用程式選項
備註：
只有管理員能登錄和修改應用程式。
若要啟動應用程式選項，請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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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應用程式
服務管理員可以依下列項目檢視「應用程式」頁面上所有登錄的應用程式：
• 名稱
• 類別
• 類型
• 系統名稱
您可以按一下顯示項目右側的

依照字母順序重新排序上面每個顯示項目。

功能包括：
功能

描述
建立新應用程式。
刪除應用程式。
此時會顯示下列「刪除確認」訊息：「可能有
規則與此目標應用程式產生關聯。刪除此應用
程式可能會刪除其所有規則。是否仍要繼
續？」
當您刪除目標應用程式時，該應用程式會被標
上刪除記號，並且無法用於含有匯入格式及位
置建立選項的任何中繼資料或整合程序。有關
該目標應用程式的所有現有規則都會移除。

名稱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當您登錄所有輸入立
方體應用程式時，此欄位會顯示服務應用程式
名稱，例如 Planning 或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並加上任何唯一的
首碼。
如果是 EPM Cloud，當您登錄個別的立方體
時，此欄位會顯示應用程式名稱、立方體名稱
加上任何首碼。
對於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此欄位會顯
示容易閱讀的應用程式搜尋名稱。
如果是所有其他應用程式，此欄位會顯示應用
程式的名稱，加上任何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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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類別

顯示應用程式所屬的類別或部門。
可用的應用程式類別：
•

EPM 本機，包括：

•

– 輸入立方體 (BSO)
– 報告立方體 (ASO/Essbase)
EPM Cloud，包括：

•

– 輸入立方體
– 報告立方體
資料來源，包括：
–
–

資料來源配接器類型 = 來源或兩者
Oracle Financials Cloud、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Oracle NetSuite 和增量檔
案。
– SQL 查詢資料來源
– 資料來源配接器 = 目標
• 資料匯出至目標，包括「資料匯出至檔
案」的應用程式類型
• 維度 (用於載入中繼資料)
類型

顯示已登錄應用程式的類型：
•
•
•
•
•
•
•
•
•
•
•
•
•
•
•
•

系統名稱

EPM 本機和 EPM Cloud 應用程式
Oracle ERP Cloud
Oracle HCM Cloud
Oracle Netsuite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內部部署資料庫
Peoplesoft 總帳餘額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平均)
增量檔案
EBS 總帳餘額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EPM 維度
資料匯出至檔案
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資料庫

在 EPM Cloud 中，當您登錄所有輸入立方體應
用程式時，此欄位會顯示服務應用程式名稱，
例如 Planning 或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不加任何首碼。
如果是 EPM，當您登錄個別的立方體時，此欄
位會顯示 Planning、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等應用程式的名稱。
如果是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此欄位會
顯示應用程式的內部名稱。
如果是所有其他應用程式，此欄位會顯示應用
程式的名稱，不加上任何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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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動作

應用程式每一列旁邊的「動作」下拉清單可讓
您選取與應用程式類別和類型相關聯的不同應
用程式相關任務。
如果是 EPM 本機、EPM Cloud 和維度應用程
式，則會有「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選項。
如果是「資料來源」和「資料匯出」應用程
式，則會有「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選項、「編
輯」選項和「設定預設值」選項。

登錄 ERP 本機應用程式
整合主要服務應用程式 (例如 Planning) 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資料時，請使用
「EPM 本機」類別登錄應用程式。EPM 本機應用程式只適合一個例項，而且每個例項
只能有一個應用程式。
EPM 本機應用程式能讓您在「報告立方體」之間同步資料，或在不同「輸入立方體」
之間移動資料。
例如，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客戶可以新增 Planning 資料，或 Planning 客
戶可以新增更多 Planning 應用程式。此外，此整合還可讓您從雲端寫回至內部部署應
用程式或其他外部報告應用程式。
若要建立 EPM 本機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 EPM 本機。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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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主要服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5.

從立方體中，選取與應用程式相關聯的來源計畫類型。
來源立方體定義資料在模型之間的流程，或應用程式的計畫類型。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登錄 ERP Cloud 應用程式
當您使用有遠端服務的商業程序例項 (例如 Planning) 與另一個商業程序例項 (例如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整合資料時，要建立並登錄 EPM Cloud 應用程式。在此情況下，必
須選取兩個商業程序服務例項之間的連線資訊。
此功能可讓 EPM 客戶調整雲端部署，以適用於現有的 EPM 產品組合，包括：
• Planning
• Essbase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Tax Reporting
• 科目調節
若要建立 EPM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 EPM Cloud。

4.

在 URL 中，指定您用於登入服務的服務 URL。

5.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 Cloud Services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名稱。

6.

在密碼中，指定 Cloud Services 應用程式的密碼。

7.

在網域中，指定與 Cloud Services 應用程式相關聯的網域名稱。

(新增圖示)。

識別網域控制需存取服務例項之使用者的科目。它還控制授權使用者可存取的功能。服務
例項屬於識別網域。

備註：
管理員可更新呈現在使用者面前的網域名稱，但資料整合需要當客戶註冊服務時
提供的原始網域名稱。從資料整合設定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連線時，無法使用別名網域名稱。
8.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應用程式的類型。

9.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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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依據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提供適用於一般來源和目標實體的整合架構 (實體與 EPM 無關且會將連線封裝
到資料庫伺服器，例如 Oracle Netsuite)。資料來源會參照來源實體的特定資料模型以
擷取並載入資料。
資料整合中的資料來源型應用程式包括：
• Oracle ERP Cloud—General Ledger。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並寫回預
算和實際調整日記帳
• Oracle ERP Cloud—Budgetary Control。載入預留預算、債務款項和支出，並寫回
預算
• Oracle ERP Cloud—Sub-Ledgers。載入明細分類帳交易資料
• Oracle NetSuite—從 Oracle NetSuite 載入實際值和中繼資料
•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載入員工屬性、薪資和其他相關工作
資訊
• Oracle E-Business Suite—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
• Oracle Peoplesoft—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

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將 Oracle ERP Cloud 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資料與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整合時，您要使用「應用程式」將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指定為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類型，然後匯入應用程式，讓它們在
EPM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中能用來作為來源。當您匯入應用程式時，系統會將 Oracle
General Ledger 資料帶入 EPM Cloud 系統作為 Essbase 立方體。每個 Essbase 應用
程式都代表來自來源 Oracle General Ledger 的會計科目表定義。

備註：
您必須使用資料管理中的「來源系統」，設定 Oracle ERP Cloud 來源系統，
並指定連線資訊。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設定來源連線。

若要將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定義為資料來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5.

從連線中，選取 Fusion。

6.

在應用程式篩選條件中，指定載入的任何篩選條件。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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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預設篩選條件包括 Essbase 立方體的所有維度。立方體可能具有重複成員，因此成
員名稱必須完全符合。Essbase 立方體排除 Oracle General Ledger 區段，而且在 Oracle
General Ledger 中，會計科目表與分類帳之間存在一對多關係。資料整合會在建立規則時
建立篩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修改篩選條件，但無法予以刪除。
7.

按一下匯入應用程式以登錄應用程式，並初始化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登錄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您要將 Oracle NetSuite 登錄為「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類型，然後匯入 Oracle NetSuite 已儲
存搜尋應用程式，讓它們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可用來作為
來源。在匯入期間，系統會載入「來源系統」選項中已建立和已初始化的 Oracle NetSuite 已
儲存搜尋結果。匯入之後，系統會為在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中登錄的使用者名稱下的每
個 Oracle NetSuite 已儲存搜尋結果，建立應用程式記錄。

備註：
您必須設定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指定連線資訊，並執行初始化程序，以匯入
資料管理之「來源系統」選項中的使用者所擁有的所有已儲存搜尋的定義。如需詳細
資料，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 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

若要將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定義為資料來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 Netsuite。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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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連線中，選取 Netsuite。
如需設定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和連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NetSuite 連
線。

6.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的名稱。
中繼資料已儲存搜尋的已儲存搜尋名稱包括 "Metadata"，資料已儲存搜尋的已儲存
搜尋名稱包括 "Data"。

7.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8.

按一下匯入應用程式以登錄應用程式，並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Oracle NetSuite「搜尋」結果是以「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類型所登錄。在初始化期
間，系統會依據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中登錄之使用者名稱底下可用的「已儲
存搜尋」結果，自動建立資料來源。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可能包含：
已儲存搜尋名稱

ID

類型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
個期間

摘要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
個期間

詳細資料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
個期間 - 試算表

試算表

PBCS - 交易摘要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 交易
tions_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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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儲存搜尋名稱

ID

類型

PBCS - 交易詳細資料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 交易
tions_det

PBCS - 試算表

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 交易
ce

PBCS sync (資料) 損益表交 customsearch_pbcs_sync_is_csv
易 [.csv]

交易

PBCS sync (資料) 資產負債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s_csv
表交易 [.csv]

交易

PBCS sync (資料) 期初餘額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egbal_ 交易
csv
[.csv]
PBCS sync (資料) 損益表交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is
易

交易

PBCS sync (資料) 資產負債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bs
表交易

交易

PBCS sync (資料) 期初餘額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begb
al

交易

PBCS sync (資料) 整合匯率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fx

整合匯率

PBCS sync (中繼資料) 損益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acct_i 科目
表科目
nc_stmt
PBCS sync (中繼資料) 資產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acct_ 科目
負債表科目
bs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類別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lass

類別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客戶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ust

客戶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部門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dept

部門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項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item

項目

PBCS sync (中繼資料) 位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loc

位置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專案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prj

專案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客戶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cprj
專案

專案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附屬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sub

附屬

PBCS sync (中繼資料) 供應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vend 供應商
商
9.

按一下確定。

定義增量檔案應用程式
「增量檔案配接器」功能可讓您將來源資料檔案與來源資料檔案的先前版本進行比較，並識別
新記錄的或已變更的記錄，然後僅載入該資料集。
若要使用「增量檔案配接器」功能，請將初始來源資料檔案登錄為增量檔案配接器資料來源。
初始來源資料檔案作為範本。實際的整合是從執行整合程序中指定的檔案執行，其中在初始來
源資料檔案和後續檔案之間執行檔案比較。您可以在此後載入一次、兩次或多次。最後一個執
行檔案成為評估後續載入的基礎。資料來源只載入差異，因此檔案匯入期間的載入更快。其餘
資料匯入過程與檔案的標準資料載入保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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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需使用「增量檔案配接器」功能的完整描述，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 使用增量檔案
配接器載入資料 。

若要建立增量檔案資料來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增量檔案。

5.

從檔案中，指定要作為範本的初始來源資料檔案。
按一下

(新增圖示)。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取檔案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來源資料檔案必須是分隔的資料檔案。
• 使用的資料檔案必須包含一行標題，該標題描述分隔的欄。
• 可以載入數值與非數值資料。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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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定義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當您需要從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擷取資料時，您要建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然後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直接把該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針對內部部署的關聯式資料庫執行查詢，然後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
若要建立並登錄您為擷取作業所建立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就必須建立一個檔案，當
中只包含有一個標頭記錄的範例資料。檔案中不能有應用程式名稱或 SQL 查詢之類的資料，
而檔案名稱必須是應用程式的名稱。

備註：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來自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解壓縮。

若要建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內部部署資料庫。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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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檔案中，指定要用於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當中只包含有一個標頭記錄之範例資料
的檔案。
這個標頭列必須與目標維度中的維度名稱完全相符。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料欄
名稱的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按一下

6.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 Oracle ERP 雲端資料來源擷取非總帳的資料，然後把該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這些資料來源的類型可讓您定義由資料
管理參照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資料擷取，以便直接提取 Oracle
ERP 雲端來源的資料，像是應付、應收、固定資產及供應鏈。
資料管理提供對 Oracle ERP 雲端來源的預先封裝查詢，包括：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此外，您可以針對 BI Publisher 資料擷取來建立並執行自訂查詢。在此情況下，於資料
管理中使用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資料來源配接器，並匯入 BI Publisher 的來源
CSV 檔案，然後設定您要用的報表參數。

備註：
Oracle ERP Cloud 整合需要您對於所有 ERP 分類帳具備權限 (或使用者角色)
和資料存取權。
您必須使用 Oracle ERP Cloud 系統類型登錄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的
來源系統，並指定您的使用者認證。此步驟包含指定連線詳細資料，以及測試
連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設定 Oracle ERP Cloud 來源系統的來源
連線。

若要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預先封裝的 Oracle ERP Cloud 查詢的類型。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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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Oracle ERP Cloud 類型：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應用程式中顯示的預先封裝應用程式名稱取決於在此欄位中選取的預先封裝 Oracle ERP
Cloud 查詢類型。

5.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6.

按一下確定。

定義 Oracle ERP Cloud 自訂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自訂查詢從 Oracle ERP 匯入資料，然後將該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系統會針對產生 CSV 格式資料檔案的任何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執行自訂查詢，系統接著會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
在這個案例中，資料整合會執行報表來擷取資料，然後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您可以在資
料管理中使用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資料來源配接器，匯入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來源 CSV 檔案，然後設定您要用的報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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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Oracle ERP Cloud 整合需要您對於要整合的所有 ERP 分類帳具備權限 (或使
用者角色) 和資料存取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
安全性角色需求 。
您必須使用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系統類型登錄 Oracle ERP Cloud 資料
來源的來源系統，並指定您的使用者認證。此步驟包含指定連線詳細資料，以
及測試連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設定 Oracle ERP Cloud 來源系統的來源
連線。

若要登錄自訂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5.

在檔案中，指定與要從中載入資料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
相關聯的 CSV 檔案名稱。
按一下

6.

(新增圖示)。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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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登錄 Oracle HCM Cloud 應用程式
整合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的人力資源資料與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Planning 模組或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商業程序
時，請將 Oracle HCM Cloud 擷取登錄為「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類型。
資料整合提供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讓客戶可以從 Oracle HCM Cloud 資料模型將預先定義的
對映套用至人力規劃或策略人力規劃中的目標維度。
使用者必須將資料管理和 Oracle HCM Cloud 提供的範本載入至 Oracle HCM Cloud 例項，才
能擷取資料。
Oracle HCM Cloud 擷取是用來擷取 Oracle HCM Cloud 中的大量資料。每個預先定義的
Oracle HCM Cloud 擷取在資料管理中定義為「資料來源」。
當資料管理執行整合的資料擷取部分時，會將每筆預先定義的 Oracle HCM Cloud 擷取指定為
資料來源實體。同樣地，這些資料來源直接對映至 Planning 模組中的 Workforce Planning 或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資料模型。

備註：
需具備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整合專員工作角色才能管理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擷取。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整合專員 (工作角色) 負責規劃、
協調，以及監督所有與人力資本管理資訊系統整合相關的活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整合專員 (工作角色)。

若要登錄 Oracle HCM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Workforce Planning 應用程式右側的
細資料。

3.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指派 Planning 中內建維度的分類。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

內建維度的分類包含 Employee、Job、Property 及 Unio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應用程式維度詳細資料。
4.

依序按一下儲存、返回。

5.

啟動資料整合。

6.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7.

從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8.

依序從建立應用程式和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9.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HCM Cloud。

(「新增」圖示)。

10. 從連線中，選取 Oracle HCM Cloud 類型的連線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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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Oracle HCM Cloud 來源系統，並在「設定連線」選項中指定連線資訊。請參
閱設定 Oracle HCM Cloud 連線。
11. 在檔案中，指定要登錄為資料來源之來源實體的檔案名稱 (XML 格式)。

此檔案是已上傳至收件匣的 Oracle HCM Cloud 擷取應用程式名稱/定義。

12. 按一下確定。
13.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選取您剛剛建立的 Oracle HCM Cloud 應用程式名稱，並從動

作功能表中按一下下載 HCM 擷取。

資料整合會在應用程式頁面上載入下列擷取定義。這些檔案是可擷取並載入至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的資料子集。
• EPBCS Assignment_<Release>.xdoz

備註：
您必須將 EPBCS Assignment_<Release>.xdoz 匯入至 BI Publisher
的 /Custom 資料夾，而不是 Oracle HCM Cloud。

備註：
如果您需要使用非英文字元，請下載 EPBCS HCM Extract.zip 檔案，
然後將 zip 解壓縮。接著移至 BI Publisher 文件儲存庫，匯入 EPBCS
Assignment.xdoz 檔案。
• EPBCS Entity Metadata_<Release>.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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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BCS Employee Metadata_<Release>.xml
• EPBCS Position Metadata_<Release>.xml
• EPBCS Location Metadata_<Release>.xml
• EPBCS Job Metadata_<Release>.xml
• EPBCS Initialize.xml

備註：
在所有情況下，Oracle HCM Cloud 中一定要匯入 EPBCS Initialize.xml。
。

備註：
所有摘要匯入時不可包含「立法群組」。也就是說，「立法群組」必須空
白。
• EPBCS Component Salary Metadata.xml
• EPBCS Assignment Data.xml
• EPBCS Account Merit Metadata.xml
資料管理隨附擷取所需的範本，作為上傳到 Oracle HCM Cloud 應用程式的內容。此內容
由資料管理提供，因為此內容不會連同 Oracle HCM Cloud 一併內建。
已將 Oracle HCM Cloud 擷取載入至「應用程式」頁面時，您可以按一下擷取右側的
，然後選取更新應用程式，來更新特定擷取。更新 HCM Cloud 應用程式頁面時，按
一下已選取來更新選取的擷取，或按一下全部來更新所有擷取。

登錄 Peoplesoft 總帳餘額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預先內建的查詢匯入 Peoplesoft 來源的總帳餘額，然後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
立並登錄一個可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的應
用程式。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總帳資料來源根據選取的圖表欄位組合，會包括分類帳摘
要和詳細的分類帳資訊。
如此一來，您就可以從 EPM Cloud 直接連線到內部部署 Peoplesoft 資料。
如需有關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登錄 Peoplesoft 總帳餘額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
若要登錄 Peoplesoft 總帳餘額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 Peoplesoft 總帳餘額。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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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此頁面按一下確定後，系統就會建立並登錄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
您要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的「選項」頁籤上指定 Peoplesoft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的連線資訊。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登錄 E-Business Suite 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預先內建的查詢匯入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來源的總帳餘額，然後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並登錄一個可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
式)。
如此一來，您就可以從 EPM Cloud 直接連線到內部部署 E-Business Suite 資料。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
若要登錄 E-Business Suite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 EBS 總帳餘額。

5.

在此頁面按一下確定後，系統就會建立並登錄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

(新增圖示)。

3-18

第3章

使用依據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
您要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的「選項」頁籤上指定 E-Business Suite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的連線資訊。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連線至 E-Business Suite 和 Peoplesoft 資料來源
您可以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建立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到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直接連線。這些配接器可讓您匯入下列來源的資料：
• EBS 總帳餘額
• Peoplesoft 總帳餘額
如何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載入資料：
1.

登錄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或 Peoplesoft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如需登錄 E-Business Suite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登錄 E-Business Suite
應用程式。
如需登錄 Peoplesoft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的資訊，請參閱登錄 Peoplesoft 總帳餘額應用程
式。

2.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E-Business Suite 或 Peoplesoft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右側的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3.

選取應用程式篩選條件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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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選項頁籤。

5.

在分隔符號中，選取您在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
可用的分隔符號：
• 逗號 (,)
• 驚嘆號 (!)
• 不適用 (NA)
• 分號 (;)
• 冒號 (:)
• 分隔號 (|)

6.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連線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 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在內部部署環境中建立一個檔案，以便儲存 JDBC
URL、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slc04aye.us.oracle.com:1523:fzer1213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備註：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
入密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
式來為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7.

僅限 Peoplesoft：在 JDBC 驅動程式中，選取您要在連線至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時使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
可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包括：
• Microsoft SQL Server
•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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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驅動程式就是能讓 Java 應用程式與資料庫通訊的軟體。JDBC 驅動程式會將連線資
訊傳送給資料庫，並在用戶端和資料庫之間傳送傳輸查詢用的通訊協定，以及查詢結果。
8.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可讓您使用 Java 連線至關聯式資料庫。
針對 Oracle Thin JDBC 驅動程式，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針對 SQL Server，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9.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

10. 在密碼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密碼。
11.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系統在查詢的每個資料庫來回行程所要提取 (讓驅動程式處理) 的資料

欄數量。

以下顯示「選項」頁籤上的 PeopleSoft 連線選項。

以下顯示「選項」頁籤上的 E-Business Suite 連線選項。

12. 按一下儲存。

登錄內部部署檔案
您可以登錄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直接載入檔案的內部部署檔案應用程式。此類型的配接器
可讓客戶將非常大量的檔案從內部部署檔案資料來源載入至 EPM Cloud。它會擴充直接載入方
法，如此 EPM Cloud 資料庫就可略過暫存與處理，消除任何效能瓶頸並改善載入程序的效能
與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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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部署檔案配接器不需要連線參數或查詢。不過，需要用於匯入格式、具有標頭記錄
的分隔檔案才能進行載入。
如需使用內部部署檔案資料來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代理程式檔案配接器。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內部部署檔案。

5.

從檔案中，指定要作為範本的來源資料檔案。
按一下

(新增圖示)。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取檔案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來源資料檔案必須是分隔的資料檔案。
• 使用的資料檔案必須包含一行標題，該標題描述分隔的欄。
• 可以載入數值與非數值資料。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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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使用「更新應用程式」選項重新初始化 Oracle ERP Cloud。當您重新初始化應用程式時，來
源系統會擷取所有新增項目，例如分類帳、會計科目表等。
若要更新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選取要重新初始化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更新應用程式。

4.

在更新應用程式頁面的類型，選取 Oracle ERP Cloud。

5.

從連線下拉清單中，選取與資料來源關聯的連線名稱。

6.

從應用程式篩選條件中，為應用程式指定任何應用程式篩選條件。
如需應用程式篩選條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應用程式篩選條件套用到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

7.

啟用 Budgetary Control 以將應用程式登錄成為 Budgetary Control 資料來源。

8.

按一下更新應用程式以重新初始化應用程式。

更新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使用「更新應用程式」選項重新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透過這個方式，您可以從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擷取最新的會計報表，並將其用於包含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商業程序的整合。
若要更新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選取要重新初始化的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更新應用程式。

4.

在更新應用程式頁面的類型，選取 Oracle NetSuite。

5.

從連線下拉清單中，選取與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關聯的連線名稱。

6.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更新應用程式以重新初始化應用程式。

登錄維度類別或維度類型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登錄只包括某個維度類別或維度類型的應用程式。這些類型的應用程式是用來載入中繼
資料並包括系統自動建立的下列應用程式：
• 科目
•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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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
• 案例
• 版本
• 智慧型列示
若要登錄維度類別或維度類型的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維度。

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主要服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5.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新增圖示)。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6.

按一下確定。
在下列範例中，系統已自動為 KS_Vision application 建立應用程式：KS_Vision Account、KS_Vision - Custom、KS_Vision - Entity、KS_Vision - Scenario、
KS_Vision - Smartlist 以及 KS_Vision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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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當您需要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匯出資料時，可以建立資料匯
出檔案的應用程式。

備註：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資料管理 中的建立資料匯出檔案。

備註：
如需「資料載入至內部部署資料庫」應用程式類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登錄資料匯
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若要登錄資料匯出檔案的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資料匯出。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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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類型中，選取資料匯出至檔案。

5.

從檔案中，選取要從其建立應用程式的來源檔案名稱。
按一下

6.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登錄快速模式整合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您可以建立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並將其登錄至寫入資料的「快速模式」整合。

備註：
如需有關「快速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出資料的快速模式

備註：
如需「資料載入至內部部署資料庫」應用程式類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登錄
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若要登錄搭配「快速模式」整合使用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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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資料匯出。

4.

從類型中，選取要登錄的資料匯出檔案類型。

(新增圖示)。

可用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類型：
• 資料匯出至檔案
• 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資料
• 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 EPM 資料檔案
5.

從檔案中，選取要從其建立應用程式的來源檔案名稱。
按一下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您無法選取 EPM 資料檔案類型的檔案。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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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應用程式維度詳細資料
「應用程式維度」頁面會顯示所選應用程式的維度清單。維度是一種分類資料的結構，
為了讓使用者回答商業問題。每個維度裡面通常會包含一個將相關成員分組的階層。常
用的維度是客戶、產品和時間。
例如，Planning 中有七個標準維度：「科目」、「實體」、「案例」、「版本」、「期
間」、「年度」和「幣別」。此外，一般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最多可以包括 25 個自訂
維度。
維度詳細資料會因應用程式的類型而有不同。對於選取的應用程式類型，您可以視需要
重新分類維度和變更維度類別。
若要定義維度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應用程式右側的

2.

選取維度頁籤。

3.

僅適用於 Essbase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應用程式：在「應用
程式詳細資料」頁面，按一下建立鑽研區域，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中建立一個可使用鑽研功能檢視的具名資料交集區域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當您選取要建立鑽研區域的維度時，可以設計可鑽研區域的粒度。例如，如果僅選
取 Year 維度，則您可以鑽研至少年度不是空值的儲存格。
如果您要在「鑽研區域」資料塊定義中包含維度，請選取「建立鑽研區域」選項。
在資料載入程序期間選取維度時，系統會包含每個維度的唯一值清單來建立資料
塊。

備註：
鑽研區域只會定義在資料表單與 SmartView 中啟用之鑽研圖示的儲存
格。建議使用最小維度集合來定義鑽研區域。如果鑽研區域中包含大量維
度，則鑽研區域的大小會變大且會在每次轉譯表單時消耗系統資源。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使用具有少量成員 (例如案例、年度、期間、版本)
的維度來定義鑽研區域。對於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應用程
式，請只使用資料來源來定義鑽研區域。
如果您要以多個維度來定義較細微的鑽研區域，則請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鑽
研區域頁面來編輯區域定義。您可以使用成員函數 (例如 iDescendants) 取代個別成
員來定義區域。您可以依序選取導覽與規則來存取應用程式。按一下資料庫特性、
展開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立方體。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鑽研定義。請只編輯
區域定義而不要修改 XML 內容。如果您手動編輯鑽研區域，請將應用程式選項中
的鑽研區域選項設為否。
4.

對於未在應用程式中定義的每個維度名稱，按一下新增 (
清單中選取目標維度類別名稱。

)，從目標維度類別下拉

維度類別是由維度類型所定義的特性。例如，如果您擁有「期間」維度，則維度類
別亦為「期間」。針對 Essbase 應用程式，您必須為科目、案例和期間指定適當的
維度類別。針對 Oracle Hyperion Public Sector Planning and Budgeting 應用程
式，您必須指定「員工」、「職位」、「工作代碼」、「預算項目」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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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表格欄名稱會顯示儲存維度值之臨時資料表 (TDATASEG) 欄的表格欄名稱。
「資料表格欄名稱」是一個資訊性欄位，無法變更。

6.

在對映順序 中，指定處理對映的順序。
例如，如果 "Account" 設成 1、"Product" 設成 2，以及 "Entity" 設成 3，則資料整合首先會
處理 Account 維度的對映，然後依序是 Product 和 Entity。

7.

僅適用於資料匯出應用程式：在檢視順序中，指定資料匯出檔案中每一欄的順序。
例如，若將 Account 設為 1、Product 設為 2 而 Entity 設為 3，則 Data Integration 會先顯
示 Account、再來顯示 Product，最後才會顯示 Entity。
依預設，資料整合會指派 "Account" 維度作為該順序中的第一欄。

8.

按一下儲存。
目標應用程式現在可搭配資料整合使用。

提示：
若要編輯維度詳細資料，請選取應用程式，然後按需求編輯應用程式或維度詳細資
料。

新增查詢維度
可以為目標應用程式建立查詢維度並為其指派資料欄，並用於對映和參照。
在資料整合中可以新增目標應用程式中沒有對應維度的查詢維度。如果您需要新增決定如何轉
換另一欄的內容，這些類型的維度就很好用。它們可以與成員對映功能共同使用，以交互參照
多個來源區段和圖表欄位，並指派目標值。
若要新增查詢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 應用程式右側的
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2.

選取維度頁籤。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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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新增 (

)，從目標維度類別下拉清單中選取目標維度類別名稱。

目標維度類別下拉清單中就會新增一個查詢維度項目。
4.

在維度名稱中，輸入查詢維度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查詢維度將會新增至維度詳細資料清單，其目標維度類別名稱為「查詢」。若要使
用查詢維度作為來源維度，務必在匯入格式中對映此維度。

定義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選項
整合來源應用程式與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選取支援您載入日期的選項，包括載入方
法、日期格式、批次和清除選項。

備註：
如需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定義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若要定義目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應用程式右側的

3.

選取選項頁籤。

4.

選取選項，並選取所需的動作。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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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描述

載入方法

選取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的方法。
可用方法：
•

數值 — 僅載入數值資料。此方法不強制
Planning 資料安全性。
• 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型 — 此方法
要求您定義資料和動因維度，以及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唯一 ID。您要在下方
的「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欄位和
「自動增量行項目的動因維度」欄位定義資
料載入和動因維度。

•

批次大小

載入方法「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
型」不支援「取代模式」。
具安全性的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數值」、
「文字」、「智慧型列示」、「日期」資料
類型。如果規劃管理員載入資料，不會強制
執行規劃資料安全性。如果規劃非管理員使
用者載入資料，則會強制執行規劃資料安全
性。規劃非管理員使用者只能載入 500,000
個儲存格的資料。

指定從檔案讀取至記憶體時的列數。
此參數主要用於效能。當資料載入時，此設定值
可決定要在快取中儲存的記錄數。例如，指定
1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1,000 筆記錄。
同樣的，指定 5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5,000 筆記錄並確認。
由「伺服器記憶體」決定此設定值，並視需要調
整。

鑽研區域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啟用鑽研區域。
啟用此選項時，系統會建立可鑽研區域以使用鑽
研功能。
載入資料時，鑽研區域會載入至 Planning 資
料。
系統會依案例建立鑽研區域。對於任一立方體
(規劃立方體或規劃資料庫)，鑽研區域的名稱為
FDMEE_<案例成員的名稱>。建立鑽研區域時，
系統會檢查維度是否可鑽研。
在資料載入中選取的已啟用維度成員，會包含在
鑽研區域篩選條件中。若未啟用任何維度，預設
會啟用 Scenario、Version、Year 和 Period 維
度。您可啟用其他的維度，後續的資料載入會考
量新啟用維度的成員。若您停用先前建立鑽研所
使用的鑽研區域中包含的任一維度，後續資料載
入時不會刪除這類維度的成員。如有需要，您可
手動移除過時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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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描述

啟用從摘要鑽研

選取是，以從規劃資料表單或報表中的摘要成員
向下鑽研，並檢視組成該數字的詳細來源資料。
啟用此選項並在「建立鑽研區域」選項設為是的
情況下載入資料後，「鑽研」圖示便會在摘要層
級啟用。維度的鑽研限制為 1000 個子代成員。

備註：
如果您「啟用摘要鑽研」，請勿在鑽
研區域定義中從父成員包含您要鑽研
的維度。如果您絕對需要包含此維
度，請停用自動建立鑽研區域，然後
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使用者介
面來手動維護鑽研區域。使用
Essbase 成員函數 (例如
Descendants) 列舉您要包含在鑽研區
域中的成員。
摘要鑽研僅適用於本機服務例項。跨
服務例項或混合部署之間無法使用。

清除資料檔案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在檔案型資料載入成功時，
從應用程式 outbox 目錄中刪除資料檔案。
點擊滑桿為開啟以刪除檔案，或點擊滑桿為關閉
以保留檔案。

日期資料的日期格式

選取用於載入日期資料的格式。
根據您地區設定的地區設定設定值使用日期格
式。例如，在美國，使用 MM/DD/YY 格式輸入
日期。

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

選取符合您在規劃中指定之資料維度的資料維度
此選項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
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

自動增量行項目的動因維度

選取符合您在規劃中指定之動因維度的動因維度
此設定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
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

成員名稱可包含逗號

若成員名稱包含逗號，而且您要將資料載入下列
其中一項服務，請將此選項設為是，然後再載入
資料：
• Planning 模組
• Planning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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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描述

工作流程模式

選取資料工作流程方法。
可用選項：
•

完整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
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
出及檢查)，並可在工作台檢視資料。
支援向下鑽研。

•

完整工作流程模式是預設模式。
完整不封存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
進行處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
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
出及檢查)。可以在工作台檢視資料，但只有
在完成匯入步驟之後才可以。在工作流程程
序結束時，會從 TDATASEG 中刪除資料。

•

不支援向下鑽研。
簡易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
理，然後直接從 TDATASEG_T 表格匯出。
所有資料載入同時包括匯入及匯出步驟。
資料未驗證，任何未對映的資料導致載入失
敗。
對映未封存在 TDATAMAPSEG 中。
無法在工作台檢視資料。
不支援向下鑽研。

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

在管理使用者載入資料時啟用資料驗證。在此情
況下，載入資料時會強制驗證資料輸入表單中所
有的資料。因為加強驗證功能，所以資料載入的
效能會降低。
如果「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設定
為否 (預設值)，管理員會使用「大綱載入公用程
式」(OLU) 執行資料載入。此時效能會比較快，
但是您無法取得資料列因為任何原因而被忽略的
詳細錯誤報告。
如果此選項設定為是，則會以相同方式為管理員
和非管理員的資料載入驗證資料。進行的驗證包
括：安全性檢查、交集驗證、唯讀儲存格、動態
計算儲存格等等。
此外，也可以取得任何被拒絕或被忽略之資料列
的詳細錯誤清單，不需要額外的 Planning 權
限。不過，即使是管理員，效能也會比較慢。

顯示驗證失敗原因

讓您能在資料驗證報告中報告載入資料時被拒絕
的資料儲存格和拒絕原因。
選取是可報告被拒絕的資料儲存格和被拒絕的原
因。
報告的拒絕數目上限為 100。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頁面按一下「輸出」
連結，下載資料驗證報告。Outbox 資料夾中會
額外儲存一份錯誤檔案。
選取否就不會報告被拒絕的資料儲存格和拒絕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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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描述

智慧型檢視中的鑽研檢視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鑽研報表中顯
示自訂屬性維度成員名稱時，從「工作台」指定
自訂欄檢視。
在資料整合的「工作台」選項中，建立和定義自
訂檢視。在「鑽研檢視」的「智慧型檢視」欄位
中先定義後指定自訂檢視時，您可以按一下智慧
型檢視中的鑽研儲存格，然後選取「開啟為新的
工作表」，而且會根據「工作台」中所定義的檢
視來開啟鑽研報表。
如果未在「應用程式選項」頁面上定義檢視，則
會使用預設檢視，這表示屬性維度未在智慧型檢
視中顯示自訂成員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工作台中定義自訂檢
視。

取代非管理員載入方法

將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時，選取非管
理原使用者的「取代」方法。
可用方法：
• 無—不執行取代。
• 僅數值資料—當載入方法為「僅數值資料」時
執行取代。
• 所有載入方法—為所有載入方法執行取代。

超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

選取摘要鑽研在超過 1,000 個子代時如何運作。
可用選項：
• 忽略
• 限制
如果摘要鑽研中的子代數目大於 1,000，而超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選項為忽略，則
系統會忽略篩選條件中的維度，並根據其他維度
的篩選條件來傳回已鑽研的資料。最多可以忽略
三個維度。
如果摘要鑽研中的子代數目大於 1,000，而超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選項為限制，則
系統在傳回資料列時只會考慮維度的前 1,000 個
成員。

5.

按一下儲存。

定義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詳細資
料
登錄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之後，您可以管理與應用程式相關聯的已選
取詳細資料。
若要定義 Oracle ERP Clouds 應用程式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從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右側的
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3.

從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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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要針對應用程式變更的設定值，然後按一下儲存。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描述

將期間憑證轉換為大寫

可讓您在產生的期間名稱混合使用大小寫時 (例如
Jan 或 Feb)，將報表的期間憑證 (例
如 $START_PERIODKEY$) 轉換為大寫。啟用此設
定值時，系統只會將大小寫混合的期間轉換為大寫
(例如 JAN 或 FEB)。
選取 Y 以啟用期間憑證的轉換。
選取 N 不轉換期間憑證。

通知類型

選取要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執行 Oracle ERP
Publisher 報表時傳送的通知類型。
•
•
•

通知事件

電子郵件通知
鈴聲通知
電子郵件和鈴聲通知

選取事件，以觸發要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執行
Oracle ERP Publisher 報表時傳送的通知：
•
•
•

一律
成功時
失敗時

編輯選項
您可以在使用者選取整合選項時，新增和編輯與資料來源或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相關聯的
應用程式篩選條件。您可以指定單一篩選條件或多個篩選條件，此外，還可指定要傳回的摘錄
值。
在下列範例中，在「編輯選項」頁面中已定義業務單位、分類帳、年度及期間的篩選輸入條
件。

以下是如何為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定義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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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應用程式篩選條件是明確定義為某個資料值。例如，如果您使用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資料來源，若您使用預先定義的整合搭配 Oracle
HCM Cloud，建議您不要修改或變更篩選條件定義。
若要新增資料來源或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資料來源或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右側的
取編輯選項。

2.

從編輯選項中，按一下新增 (

，然後選

)

隨即顯示空白輸入行。
3.

在名稱中，指定顯示提示在使用者介面中的名稱。

4.

在顯示順序中，指定篩選條件在「應用程式篩選條件」頁籤上的顯示順序。若此欄
位空白，則無法顯示自訂篩選條件，而且會使用預設值作為篩選條件值。
例如，您可以輸入 99，以顯示位於第 99 位置序列的篩選條件，或是位於篩選條件
清單中第 99 個位置的篩選條件。顯示順序是從最低到最高來排列的。

5.

在特性層級中，選取要顯示篩選條件的位置。可用選項包括：
• 僅限應用程式
• 應用程式和整合
• 僅整合

6.

若要提供使用查詢類型列出之值的下拉清單，請在驗證類型中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無
• 數字
• 查詢驗證
• 查詢無驗證
• 是/否
• 日期
•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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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清單— 您可以在「驗證物件」欄位中輸入值的清單。一行輸入一個值。「選項」
頁面上的值清單 (LOV) 會以清單形式顯示值。
7.

在驗證物件中，輸入要依類型驗證的查詢物件清單。
如果您在上面選取選擇清單驗證類型，若要輸入值清單，請按一下
件」頁面輸入值清單，然後按一下確定。

8.

，在「驗證物

在條件清單中，提供以下列其中一個或所有條件為依據的條件清單：
• EQ (Equal)
• IN
• 類似
條件值可以是 Equal、Like 或 In。條件值可儲存為 CONDITION_LIST 欄位中的下拉清
單。若值為 EQ,IN，「條件」下拉清單中只會顯示 Equal 和 In。若值為 EQ LIKE，下拉清
單中只會顯示 Equal、Like。EQ,IN,LIKE 的任一組合會儲存在欄位中。若只在「條件清
單」中提供一個值，則無法變更條件。預設值為 EQ。指定多個條件時，請在條件的前面加
上逗號。例如，若要使用 IN 和 LIKE 條件，請輸入：,IN,LIKE

9.

按一下儲存。

設定預設選項
在「整合選項」頁面使用「設定預設值」選項可定義要作為應用程式篩選條件的預設值。
在下列範例中，QECustomAgent_2 應用程式中已經透過「位置」、「類別」和「期間」篩選
條件的「設定預設值」選項定義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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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根據 QECustomAgent_2 選取整合時，會顯示「位置」、「類別」和「期間」
篩選條件的預設值。

若要設定預設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資料來源或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右側的
取設定預設值。

2.

從設定預設值中，瀏覽至特性名稱，然後指定特性值。

，然後選

例如，對特性名稱「期間」，指定 Jan-10 作為特性值。
如果特性有向下箭頭按鈕，您可以從值清單中選取預設值。

3.

按一下儲存。

將資料載入至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是一個商業程序，它將原生 Essbase 應用程式重建在
Planning 環境內，以支援必要的分析。「任意格式」可讓您將任意維度的數量與立方體
建立關聯。使用「任意格式」商業程序就不需要 Planning 特定的幣別、實體、案例和
版本維度及其成員階層。您使用「任意格式」來進行自己的模型作業，以及建置自己的
立方體，同時保有運用平台功能的能力。「服務管理員」使用 Essbase 大綱 (OTL) 檔
案或透過手動定義維度，建置「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管理員適
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建立任意格
式商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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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專門提供給想要為任何事物建立 Essbase 應用程式，或將內部部署應
用程式移轉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客戶使用，因為
Planning 中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沒有任何維度要求。
您可以在資料管理和資料整合中載入這些「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但是有許多注意事項：
1.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最少需要三個維度：Account、Period 和 Scenario。資料管理和資
料整合中的應用程式定義必須有三個具備 Account、Period 和 Scenario 維度類型的維度。

2.

您必須設定期間對映，讓系統知道去哪裡載入資料。例如，您可以設定與 Jan-20 期間的
期間對映，這是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建立的期間成員。在資料管理和資料整合中設
定期間對映時，要輸入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建立的期間以及年度項目，才能通過期
間對映的使用者介面驗證。在這個案例中，您不必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定義年度維
度，只要定義期間就好。

3.

您必須指定一個 Scenario 維度，但是在 Planning 中可以是任何內容。唯一的要求是，維
度在資料管理和資料整合中會分類為 Scenario 維度。然後您必須設定「類別」對映，程序
才能繼續。
• 對其中一個維度指派「科目」維度分類。
• 如果您想要使用鑽研功能，則需要「案例」維度。對其中一個維度指派「案例」維度
分類。請注意，當維度分類為「案例」時，會使用「類別」對映來指派目標值，使資
料只載入到一個值。選取符合此需求的維度，並定義「類別」對映。
• 如果您想要使用檢查功能，則需要「實體」維度。對其中一個維度指派「實體」維度
分類。
ASO 類型的應用程式在建立時不自動登錄。使用資料管理「目標應用程式」頁面，並選取
應用程式類型 Essbase，以手動登錄該應用程式。

4.

若要將中繼資料載入至僅包含 ASO 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請依照以下方式登錄維
度應用程式：
a.

新增具有「所有輸入立方體」立方體的新 EPM 本機應用程式。
因為沒有 BSO 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式將不會顯示任何維度。

b.

新增「維度」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應用程式。
您現在可以藉由使用維度應用程式作為來源，定義與適當來源的整合，將中繼資料載
入至 ASO 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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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來源連線
使用「設定連線」，以登錄、管理和刪除與下列來源的直接連線資訊：
• 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 設定 Oracle HCM Cloud 連線
• 設定 NetSuite 連線

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連線可以用來登錄和管理下列資料來源：
• Oracle ERP Cloud
•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專案管理
• Budgetary Control 預留預算、債務款項、支出和寫回資料來源。「預算複查」資料來源
若要建立 Oracle ERP Cloud 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連線頁面上，從

(「設定連線」圖示)。

(「新增」下拉清單圖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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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名稱中，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5.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6.

在服務 URL 中，輸入 Web 服務的伺服器資訊。

7.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名稱。
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的名稱，而此使用者啟動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Oracle ERP Cloud 之間傳送資訊的程序要
求。此使用者必須被指派如「財務分析師」、「普通會計人員」或「普通會計經
理」等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工作角色。

8.

在密碼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碼。
您必須在變更您的 Oracle ERP Cloud 密碼時立即更新此密碼。

9.

按一下測試連線。
正確地測試連線時，會顯示「連線至 [source system name] 成功」參考訊息。

10. 按一下確定。

設定 Oracle HCM Cloud 連線
若要開始將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與 Planning 模組整合，請先以
"Oracle HCM Cloud" 類型來建立及登錄來源系統。
指定來源系統和連線資訊後，請初始化來源系統。此程序會為每筆 Oracle HCM Cloud
擷取建立「目標應用程式」記錄。
若要設定 Oracle HCM Cloud 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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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連線頁面上，從

4.

在名稱中，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5.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6.

在服務 URL 中，輸入 Web 服務的伺服器資訊。

7.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Oracle HCM Cloud 使用者名稱。

8.

在密碼中，輸入 Oracle HCM Cloud 密碼。

(「設定連線」圖示)。

(「新增」下拉清單圖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HCM Cloud。

您必須在變更您的 Oracle HCM Cloud 密碼時立即更新此密碼。
9.

按一下測試連線。
正確地測試連線時，會顯示「連線至 [source system name] 成功」參考訊息。

10. 按一下確定。

如需整合 Oracle HCM Cloud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全面描
述，請參閱與 Oracle HCM Cloud 整合。

設定 NetSuite 連線
若要開始將 NSPB Sync SuiteApp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
合，請設定並登錄應用程式類型 "NetSuite" 的來源系統和連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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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連線之前，請確定您具有憑證型驗證的憑證
詳細資料。在資料整合中設定連線之前，必須在「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
中定義此資訊。
在指定來源系統和連線資訊之後，請初始化來源系統來對每個「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建立「目標應用程式」記錄。
若要使用憑證型驗證連線至 NSPB Sync SuiteApp 系統，請完成下列步驟：

備註：
在 21.02 版中，存取整合的「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原則已變
更，且需要憑證型驗證而非基本驗證，才能設定從 EPM Cloud 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的連線。在未來版本中，會將基本授權認證設為
唯讀。
1.

啟動 Oracle NetSuite。

2.

從 Oracle NetSuite 首頁，選取設定、使用者/角色、存取憑證，然後選取新增 (建
立新憑證)。

3.

從存取憑證頁面，將內部 NS 應用程式 NS-PBCS 選取為應用程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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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儲存」，然後從此頁面複製憑證 ID 與憑證密碼。
備註：您只能在此時檢視這些值。如果您離開此頁面瀏覽，就無法存取這些值。

5.

從 NSPB Sync SuiteApp 首頁的應用程式下，選取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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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7.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8.

在連線頁面上，從

9.

在建立連線頁面的名稱中，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設定連線」圖示)。

(「新增」下拉清單圖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 Netsuite。

輸入 NSPB Sync SuiteApp 應用程式要使用的名稱，例如 "NetSuite ERP"。
10.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11. 在用戶金鑰類型中，指定用戶金鑰類型。用戶金鑰類型決定連線使用預設客戶金鑰

還是自訂客戶金鑰。
可用選項：

• 預設值—「用戶金鑰」使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統中所產生的「憑證」與
「憑證密碼」值，如下所示。當您建立憑證並需要選取內部應用程式時，請選
取「預設值」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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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除了 NSPB Sync SuiteApp 系統中所產生的「憑證」與「憑證密碼」之外，還
需要用於建立用戶金鑰所有權的「用戶密碼」，如下所示：

12. 在用戶金鑰中，指定用戶的全域唯一 ID，它是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統中產生，並且

供自訂「用戶金鑰類型」實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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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用戶密碼中，指定用來建立自訂「用戶金鑰類型」實作所使用用戶金鑰之所有權

的密碼。

14. 在憑證中，指定用於代表使用者取得受保護資源的存取權的憑證值，它是在 NSPB

Sync SuiteApp 系統中產生。

15. 在帳戶中，指定您使用 Oracle NetSuite Web 服務的帳戶 ID。

此帳戶 ID 識別帳戶類型，例如，該帳戶是產品帳戶、沙箱帳戶或版本預覽帳戶。特
定帳戶網域不相依於代管帳戶的資料中心。即使帳戶移至不同的資料中心，該網域
也不會改變。
16. 按一下測試連線。

正確地測試連線時，會顯示「連線至 [source system name] 成功」參考訊息。
17. 按一下確定。

如需整合 Netsuite 與 EPM Clou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整合 Net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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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期間對映
在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中，您也可以根據應用程
式的需求 (例如不同的期間層級) 使用不同的工作曆 (例如每月、每週或每日)。由於 Data
Integration 會將 ERP 來源系統資料擷取至目標 EPM Cloud 應用程式，因此必須定義來源系統
期間與目標 EPM Cloud 應用程式期間之間的期間對映，以建立對映關係。
Data Integration 支援兩種類型的期間處理：
1.

預設期間處理

2.

明確期間處理

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使用一致的期間定義和期間命名時，請使用預設期間處理。亦即，整合使
用 Data Integration 中定義的「期間索引鍵」和「前期索引鍵」，以決定執行整合時對映至每
個 Data Integration 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例如，如果在兩個系統中使用每月工作曆，而且
Jan-20 這類期間名稱與兩個系統相符，則您可以在整合中使用「預設值」「期間對映類型」。
您不需要其他對映。
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期間定義或期間命名慣例不同時，請使用明確期間處理。明確期間對映也
可以支援期間不是以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定義的其他 Oracle General Ledger 總帳資料來源。
明確對映是使用來源系統選項中的工作曆期間所設定。您可以從「工作曆」下拉清單中選取要
用於整合的實際工作曆。
在此情況下，您需要定義「應用程式期間」與「來源期間」對映。
您可以下列 3 種方法定義期間對映：
• 全域對映 — 如果您並沒有太多能從多種來源系統 (含有不同的來源工作曆類型) 取得資料
的目標應用程式，則可定義全域對映。使用全域對映能確保各種期間包含在個別對映之
中。您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先定義全域對映。
• 應用程式對映 — 如果您有多個能從各種來源系統 (含有複雜的期間類型) 取得資料的目標
應用程式，則除了全域對映之外，您還可建立應用程式對映。當您定義應用程式對映時，
您可視需要修改「目標期間月」。
• 來源對映—指定以檔案與來源配接器為基礎之整合的來源期間對映。
全域對映 — 範例月期間對映
下表顯示月工作曆如何對映至目標應用程式中的月期間。

備註：
您應該以最細微的層級定義全域對映。例如，如果您具備月工作曆及週工作曆，請以
最低的細微性層級定義全域對映。在此情況下，期間索引鍵會處於週層級，而您可將
週對映至月。您可為更高層級的期間建立應用程式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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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1
期間索引鍵

範例月期間對映
前期索引鍵

期間名稱

目標期間月

目標期間季
度

目標期間年

目標期間日

年度目標

2021 年 1 月 一月
1日

Q1

FY21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2 月 二月
1日
1日
1日

Q1

FY21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3 月 三月
1日
1日
1日

Q1

FY21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4 月 四月
1日
1日
1日

Q2

FY21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五月
1日
1日
1日

Q2

FY21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12
1日
月1日

全域對映—範例週期間對映
下表顯示來自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來源系統的每週工作曆如何對映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每月期間。
表格 5-2
期間索引鍵

範例週期間對映
前期索引鍵

期間名稱

目標期間月

目標期間季
度

目標期間年

目標期間日

年度目標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 一月
26 日
19 日
26 日

Q1

FY20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2 月 二月
2日
26 日
2日

Q1

FY20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 二月
9日
2日
9日

Q1

FY20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 二月
16 日
9日
16 日

Q1

FY20

應用程式對映 — 來自月工作曆來源的範例目標應用程式
在下表所示的範例中，目標應用程式是來自月工作曆。此對映會在「應用程式對映」頁
籤上執行。
表格 5-3
期間索引鍵

範例應用程式對映 — 含有月工作曆來源的目標應用程式 #1
目標期間月

目標期間季度

目標期間年

目標期間日

年度目標

2020 年 1 月 1 日 一月

Q1

FY20

2020 年 2 月 1 日 二月

Q1

FY20

2020 年 3 月 1 日 三月

Q1

FY20

應用程式對映 — 來自週工作曆來源的範例目標應用程式 #2
在下表所示的範例中，目標應用程式是衍生自週工作曆。此對映會在「應用程式對映」
頁籤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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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4

範例應用程式對映 — 含有週工作曆來源的目標應用程式 #2

期間索引鍵

目標期間月

目標期間季度

2020 年 1 月 26
日

一月

Q1

FY20

2020 年 2 月 2 日 二月

Q1

FY20

2020 年 2 月 9 日 二月

Q1

FY20

二月

Q1

FY20

2020 年 2 月 16
日

目標期間年

目標期間日

年度目標

全域對映
您可定義一個全域對映，將各種期間對映至個別的對映。
若要定義全域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全域對映頁籤。

3.

按一下
。

4.

在期間索引鍵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這是在試算表
載入程序期間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日期值，且會成為識別一組試算表記錄之索引鍵的一部
分。
指定 MM/dd/yyyy 格式的日期。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日期，以選取「期間索引鍵」。

備註：
整合使用 Data Integration 中定義的「期間索引鍵」和「前期索引鍵」，以決定
執行整合時對映至每個 Data Integration 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
5.

在前期索引鍵中，指定前一個會計期間索引鍵，用來在匯出期間決定是否必須提前輸
入 $0.00 (以避免突然中斷) (如果已將 YTD 值載入至定期類別就必須輸入金額。)
前期索引鍵早目前期間索引鍵一個月。
指定 MM/dd/yyyy 格式的日期。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日期，以選取「期間索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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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輸入下列日期參數：
a.

期間名稱；例如 2021 年 8 月。

b.

目標期間月；例如 8 月。

c.

目標期間季

d.

目標期間年度

e.

目標期間日

f.

年度目標

按一下儲存。

應用程式對映
如果您要為特定的目標應用程式定義特定的期間對映，則您可定義應用程式對映。您在
這裡建立的對映會套用至個別目標應用程式。如果未選取匯出目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對映，則系統會使用針對全域對映中期間所定義的全域對映。
若要為應用程式建立期間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應用程式對映頁籤。

3.

按一下
。

4.

在目標應用程式中，選取要新增或修改應用程式期間對映的目標應用程式。

5.

在期間索引鍵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指定 MM/dd/yyyy 格式的日期。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日期，以選取「期間索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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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整合使用 Data Integration 中定義的「期間索引鍵」和「前期索引鍵」，以決定
執行整合時對映至每個 Data Integration 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
6.

在前期索引鍵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指定 MM/dd/yyyy 格式的日期。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日期，以選取「期間索引鍵」。

7.

8.

輸入下列日期參數：
a.

期間名稱；例如 2021 年 8 月。

b.

目標期間 - 月份；例如 8 月。

c.

目標期間 - 季度

d.

目標期間 - 年度

e.

目標期間日

f.

年度目標

按一下儲存。

來源對映
來源對映包含明確和調整期間對映。您可以建立明確期間對映，以確保 Data Integration 期間
可正確對映至來源系統工作曆期間。只有在建立整合而選取「包含調整期間」選項時，才會使
用調整期間對映。
來源期間對映視來源系統類型而異。如需根據來源系統類型之來源期間對映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下列主題：
• 檔案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 資料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 Oracle EP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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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 Oracle HC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對映

檔案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當您需要新增以檔案為基礎之來源系統與目標應用程式之間的來源期間對映時，可以將
來源對映新增至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

若要建立檔案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Data Integration 首頁的動作中，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中，選取檔案。

4.

在來源中，選取檔案的名稱。

5.

從工作曆中，選取來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6.

按一下
。

7.

從來源期間中，輸入以檔案為基礎的來源期間日期值。
例如，您可以選取 Jan-20。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8.

在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與以檔案為基礎之來源期間日期值相關聯的年度。

9.

在來源期間編號中，輸入會計年度內的期間數目。

10.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索引鍵」。
11.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選取目標期間的期間名稱。輸入對映的描述。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資訊。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
此頁面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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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描述中，輸入期間對映的描述。
13. 按一下儲存。

資料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當您需要在資料來源應用程式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
之間新增期間時，可以建立資料來源類型的來源期間對映。

若要建立資料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工作曆中，選取來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5.

按一下
。

6.

從來源期間中，輸入來源期間名稱。
通常，來源期間名稱是指日期值，例如 Jan-20。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7.

在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與來源期間日期值相關聯的年度。

8.

在來源期間編號中，輸入會計年度內的期間數目。

9.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名稱」。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此
頁面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10.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選取目標期間的期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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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名稱」。
11.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期間對映的描述。
12. 按一下儲存。

EP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當您需要新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商業程序之間的期間
對映時，可以定義來源對映。

若要建立 EP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4.

從來源應用程式中，選取要從其中新增期間對映之來源應用程式的名稱。

5.

從目標應用程式中，選取要對其新增來源期間對映之目標應用程式的名稱。

6.

按一下
。

7.

從來源期間索引鍵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8.

從來源期間名稱中，指定來源期間的名稱。

9.

在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與來源期間日期值相關聯的年度。

10.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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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名稱」。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此
頁面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11.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指定目標期間的期間名稱。
12. 在目標期間 - 月份中，指定目標期間的期間月份。
13. 在目標年度中，指定會計結束年度。

例如，如果會計年度從 2020 年開始到 2021 年結束，請將會計年度中的所有期間輸入為
2021。
14.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期間對映的描述。
15. 按一下儲存。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定義 Oracle ERP Cloud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之間
的來源期間對映時，請使用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類型。
例如，您可能需要定義 EPM Planning Projects 模組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之間的明確期間對映。
若要建立 EP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4.

從連線中，選取與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相關聯的連線名稱，以與來源期間對映搭配使
用。

5.

從來源應用程式中，選取要從其中新增期間對映之來源應用程式的名稱。

6.

從目標應用程式中，選取要對其新增來源期間對映之目標應用程式的名稱。

7.

從對映類型中，選取明確或調整。
明確—整合使用 Data Integration 中定義的明確期間對映，以決定執行整合時對映至所含
之每個 Data Integration 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明確」期間對映可以支援期間不是以開
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定義的其他總帳資料來源。
調整—整合使用一般期間與調整期間。若調整期間不存在，只會處理一般期間。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中的處
理 Oracle General Ledger 調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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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
。

9.

從來源期間索引鍵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10. 從來源期間名稱中，指定來源期間的名稱。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11. 在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與來源期間日期值相關聯的年度。
12. 在來源期間中，指定您要建立來源期間的 (總帳) 期間。
13.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資訊。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
此頁面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14.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指定目標期間的期間名稱。
15. 在目標期間 - 月份中，指定目標期間的期間月份。
16. 在目標年度中，指定會計結束年度。

例如，如果會計年度從 2020 年開始到 2021 年結束，請將會計年度中的所有期間輸
入為 2021。
17.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期間對映的描述。
18. 按一下儲存。

Oracle HC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定義 Oracle HCM Cloud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
式之間的來源期間對映時，請使用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來源類
型。
若要建立 Oracle HCM Cloud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HCM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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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連線中，選取與 Oracle HCM Cloud 整合相關聯的連線名稱，以與來源期間對映搭配使
用。

5.

從工作曆中，選取用於整合資料之來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6.

按一下
。

7.

在來源期間中，指定您要建立來源期間的 (總帳) 期間。

8.

從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9.

從來源期間名稱中，指定來源期間的名稱。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10. 在來源期間編號中，指定會計年度內的期間數目。
11.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資訊。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此頁面
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12.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指定目標期間的名稱。
13.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期間對映的描述。
14. 按一下儲存。

Oracle NetSuite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
定義 Oracle NetSuite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之間的
來源期間對映時，請使用 Oracle NetSuite 來源類型。
若要建立 Oracle NetSuite 來源類型的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3.

從來源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NetSuite。

4.

從連線中，選取與 Oracle NetSuite 整合相關聯的連線名稱，以與來源期間對映搭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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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工作曆中，選取用於整合資料之來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6.

按一下
。

7.

在來源期間中，指定您要建立來源期間的 (總帳) 期間。

8.

從來源期間年度中，指定要從來源系統對映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9.

從來源期間名稱中，指定來源期間的名稱。

Note:
如果用於批次指令碼，期間名稱不可包含空格。
10. 在來源期間編號中，指定會計年度內的期間數目。
11. 在目標期間索引鍵中，輸入要對映至目標系統之目前會計年度月份的最後一天。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選取名稱，以選取目標期間資訊。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
此頁面列出未在來源的來源對映中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12. 在目標期間名稱中，指定目標期間的期間名稱。
13.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期間對映的描述。
14. 按一下儲存。

刪除期間對映
關於此任務
您可以刪除個別期間對映、期間對映範圍，或所有期間對映。
刪除個別期間對映
若要刪除個別期間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Data Integration 首頁的動作中，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要從全域對映、應用程式對映，或來源對映頁籤中刪除的個別期間對映。

3.

按一下

。
系統會提示您確認刪除期間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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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確定。

刪除期間對映範圍
若要刪除期間對映範圍，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Data Integration 首頁的動作中，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要從全域對映、應用程式對映，或來源對映頁籤中刪除的期間對映範圍。

3.

從動作功能表的刪除期間中，選擇選取範圍。

4.

從選取範圍頁面中，在開始日期欄位中選取要刪除的範圍開始日期，在結束日期中選取要
刪除的範圍結束日期。
輸入日期時，請使用格式 MM/dd/yyyy。例如，輸入 08/31/2021。
您也可以按一下
並從工作曆中選取日期，以指定日期。

5.

按一下確定。

刪除所有期間對映
若要刪除所有期間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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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Data Integration 首頁的動作中，選取期間對映。

2.

選取要從全域對映、應用程式對映，或來源對映頁籤中刪除的期間對映。

3.

從動作 功能表的刪除期間中，選取全部。
「確認刪除所有期間」頁面會顯示：

4.

按一下確定。

選取預設 POV 期間
您可以選取並儲存執行整合時所使用的 POV 期間，而無須每次選取 POV 期間。如果未
選取 POV 期間，則系統會根據瀏覽器快取預設為上次所用的期間。
POV 期間選項可以在 Data Integration 的首頁中使用。

您可以在 POV 期間下拉清單的旁邊出現解除鎖定圖示
(

) 時選取其他期間。
在 Data Management 的「系統設定值」中啟用「全域 POV」模式時，期間會預設為
「全域 POV 期間」且您無法選取其他期間 (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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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中的設定系統層級設定檔)。在此情況下，POV 期間下拉清單
的旁邊會出現鎖定圖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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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義類別對映
您可定義類別對映，用以將來源系統資料分類並對映至目標 Scenario 維度成員。例如，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將會使用「案例」維度成員 "Current" 來儲存相同的來源系統資料。在
資料整合中，您可以建立 Scenario 維度成員的類別對映。請確定指定的目標類別值存在於
Scenario 維度下的規劃中。

全域對映
您可定義一個全域對映，將各種 Scenario 維度對映至個別的對映。
全域類別對映可讓您定義跨越多個應用程式的對映。例如，您可能發現在大部分情況下，實際
值的來源類別對映至實際值的目標。但您的情況可能是目標應用程式的實際值對映至目前值。
如果是這種情況，此功能可讓您根據應用程式置換全域對映。

備註：
如果您打算使用批次指令碼，請避免在名稱中使用特殊字元或空格。從命令列執行
時，某些字元可能會造成問題。
若要定義全域類別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按一下全域對映頁籤。

3.

按一下
(「新增」圖示)。
即會顯示空白項目列。

4.

在類別下拉清單中，選取用於類別對映的維度。

5.

在描述中，輸入類別描述。

6.

在頻率中，選取類別頻率。
類別會指出在期間對映中定義的頻率，例如，每日、每月、每季或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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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目標類別中指定目標類別，或按一下

以選取維度或維度成員。

8.

選擇性：在類別索引鍵中，指定類別的內部索引鍵。索引鍵可用於對向下鑽研或資
料載入問題進行除錯。

9.

輸入目標類別。
例如，目標類別是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 Scenario 維度。

10. 按一下儲存。
11. 選擇性：執行這些任務：

• 若要編輯對映，請選取對映，接著視需要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儲存。
• 若要刪除對映，請按一下

。

應用程式對映
與全域對映不同之處在於，您可針對目標應用程式定義應用程式對映。
若要定義應用程式類別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的動作功能表，選取期間對映。

2.

在類別對映中選取應用程式對映頁籤。

3.

在目標應用程式中，選取目標應用程式。

4.

按一下新增。
即會顯示空白項目列。

5.

在類別中，選取類別。

6.

在目標類別中指定目標類別，或按一下

以選取維度或維度成員。

例如，您可以在規劃中指定 Scenario 維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目標類別的成員。
7.

按一下儲存。

8.

選擇性：執行這些任務：
• 若要編輯對映，請選取對映，然後按需求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儲存。
• 若要刪除對映，請按一下刪除。

選取目標類別的成員
您可以在維度中包含特定成員，以將其包含在目標類別中。
若要選取目標類別的成員：
1.

在應用程式對映頁面上，從目標應用程式選取目標應用程式。

2.

按一下

3.

從類別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其中選取成員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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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目標類別中指定維度或維度成員，或按一下

5.

在選取成員頁面上，執行以下動作：
a.

以搜尋或選取維度或維度成員。

從立方體中，選取目標系統的計畫類型。
「立方體」會決定可用維度的結構。

b.

選擇性：在搜尋成員中，輸入搜尋準則 (僅成員名稱或別名)，然後按一下輸入。
搜尋不區分大小寫。您可以搜尋文字、多個文字或萬用字元。

c.

左側第二個窗格顯示可用父項維度的第一個層級。按一下窗格中要對映之每個成員旁
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若要向下鑽研至所選維度中的成員並在第三個窗格中顯示結果，請按一下

d.

左側第三個窗格是在步驟 b 中選取之所選維度的成員或同層級。按一下要對映之每個
成員旁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若要向下鑽研至所選維度的成員並在第四個窗格中顯示結果，請按一下

e.

。

。

左側第四個窗格是步驟 d 中所選成員/同層級的成員 (分葉層級) 結果。按一下要對映之
每個成員旁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顯示勾選符號的所選維度/成員會移至選擇窗格。

f.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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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清除您選取的項目，請在選擇窗格中選取維度/成員，然後選取
中的移除或全部移除。

下拉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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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義資料整合
您可依照擷取自企業資源規劃 (ERP) 來源系統 (直接整合) 的中繼資料和資料，或是擷取自檔
案的資料來定義資料整合，然後將其發送至企業績效管理 (EPM) 目標應用程式。
對於那些未直接連線至其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來源資料，但有文字檔提供其
來源的可用資料的使用者，支援檔案型匯入。任何檔案 (例如分隔檔案) 都可以輕易地匯入至目
標 EPM 應用程式。您可以選取科目、實體、資料值等在檔案中的位置，以及資料匯入期間要
略過哪些列。此功能可讓商業使用者從任何來源匯入資料，非常方便，而且在載入到目標應用
程式時，僅需要有限的技術協助即可 (如果有的話)。
如需以檔案為基礎之整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
對於和其他 Oracle Cloud Services (立即可用或封裝整合) 具有直接連線的客戶，可定義來源
資料、建立對映規則以將資料轉譯成必要的目標格式，以及執行和管理週期性資料載入程序。
對於以直接整合為基礎的來源，資料的匯入和匯出來源如下：
• Oracle ERP Cloud—General Ledger。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並寫回預算和實
際調整日記帳
• Oracle ERP Cloud—Budgetary Control。載入預留預算、債務款項和支出，並寫回預算
• Oracle ERP Cloud—Sub-Ledgers。載入明細分類帳交易資料
• Oracle NetSuite—從 Oracle NetSuite 載入實際值和中繼資料
•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載入員工屬性、薪資和其他相關工作資訊
• Oracle E-Business Suite—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Oracle Peoplesoft—從 General Ledger 載入實際值。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自訂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使用內部部署資料庫配接器和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本機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在輸入立方體和報告
立方體之間同步資料，在不同輸入立方體之間移動資料
• 來自另一個服務例項的 EPM Cloud 應用程式—在不同例項中的應用程式之間同步資料
另請參閱：
• 如需在 EPM Cloud 中使用「資料整合」載入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使用資料整合
• 如需在 EPM Cloud 中載入 ERP Cloud 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 EPM Cloud 中使用資
料管理載入 ERP Cloud 資料。
• 若要進一步瞭解如何定義及執行從 Oracle General Ledger 將資料載入至 Enterprise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資料整合，請參閱使用「資料管理」來整合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Cloud 與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 若要進一步瞭解如何定義及執行從 Oracle General Ledger 將資料載入至 EPM 應用程式的
資料整合，請參閱使用「資料管理」來整合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Cloud 與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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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
如需建立檔案型資料整合的相關資訊，請觀賞此教學課程影片：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建立檔案型資料整合。
若要建立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新增」圖示)。

「一般」頁面會顯示於「建立整合」檢視中。
2.

在名稱和描述中，輸入新整合的名稱和描述。

3.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位置是用來連結來源與目標，以及相關聯的成員對映。您可以在同一個位置內使用
不同組選項和篩選準則，定義多個整合。位置主要是用來控制對整合的存取。您可
以使用「位置安全性」控制對一般使用者的存取。
如果您輸入新位置，必須提供來源與目標。當您儲存整合時，系統會自動建立位
置。
如果您選取現有的位置，系統會自動植入來源和目標，您就無法變更。

4.

按一下

5.

從選取來源頁面，按一下

6.

從檔案瀏覽器，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來源)。
(檔案)。

您可連按兩下 inbox 或 outbox 資料夾，或任何其他資料夾，以查看資料夾中的檔
案清單。
您也可以按一下上傳，然後導覽至檔案以將其上傳。
選擇性：您可建立以檔案為基礎的載入，並於其中指定要在執行時期載入的檔案。
不過，只有在您對映維度時，才會指定欄編號和欄名稱。請參閱對映維度。
7.

從立方體中，選取目標系統的計畫類型。
立方體是在資料管理中進行指派。您可以將自訂立方體登錄為不同的應用程式，可
登錄的自訂立方體應用程式數目不限。

8.

從類別中，選取整合的類別。
列出的類別是您在資料管理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實際」。請參閱定義類別對
映。

9.

選擇性：選取適用於整合的任何位置屬性。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位置屬性。

10. 若要對映檔案或變更與檔案相關聯的標頭欄，請按一下檔案選項。
11. 從檔案匯入 - 檔案類型編碼頁面，完成類型、分隔符號和鑽研 l URL 欄位。接著從

針對欄名稱使用標頭，使用箭頭鍵來選取標頭列或無標頭列，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如需「檔案匯入 - 檔案類型編碼」頁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檔案。

12. 從檔案匯入 - 檔案欄對映頁面，按照需求修改任何欄標頭，然後按一下完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檔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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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僅限新的位置，按一下

(選取目標)。

14. 從選取目標頁面，選取目標應用程式。
15. 按一下儲存。

選取位置屬性
選取一般整合選項時，您可以新增或編輯指派給位置的屬性或特性。
位置屬性包括：
位置屬性

描述

功能性幣別

選取位置的幣別。

備註：
對於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Tax
Reporting 的客戶：
若要在幣別固定時，
將資料載入至實際幣
別，而非實體幣別，
請在「位置」選項的
「功能幣別」欄位中
設定幣別。您也可以
在匯入格式中新增
「幣別」列，然後對
映該列。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還可以在此欄
位中指定父項輸入、
貢獻輸入及轉換幣別
輸入，以建立日記帳
並將其過帳至實體幣
別以外的不同幣別。

父項群組

選取指派給位置的父項。
父項對映用來和其他位置共用對映。請在父項位置
輸入對映，如此相關位置便可以使用相同的對映。
多個位置可共用一個父項。多個位置使用一個會計
科目表時，此屬性非常有用。對子項或父項對映表
的變更會套用至所有子項和父項位置。

邏輯科目群組

選取要指派給位置的邏輯科目群組。
邏輯群組包含載入來源檔案之後所產生的一或多個
邏輯科目。邏輯科目同時也是從來源資料衍生的已
計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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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屬性

描述

檢查規則群組

選取要指派給位置的檢查規則群組。
系統管理員使用檢查規則強制要求資料的完整性。
檢查規則集合建立於檢查規則群組中，然後檢查規
則群組會指派給位置。如此一來，當資料載入目標
系統後，系統就會產生檢查報表。

檢查實體群組

選取要指派給位置的檢查實體群組。
當檢查實體群組指派給位置，檢查報表將針對該群
組中定義的所有實體而執行。如果沒有將檢查實體
群組指派給位置，則檢查報表只針對載入目標系統
的每個實體而執行。檢查報表直接從目標系統、來
源資料或資料管理的轉換資料中擷取值。

對映檔案
您可以對映檔案以指定對映類型、鑽研 URL、分隔符號和標題列。
若要對映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以檔案為基礎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一般。

「一般」頁面顯示在「編輯整合」檢視中。
2.

選取檔案選項。

3.

從類型中，選取要載入之檔案的資料類型。
可用的類型：
• 「分隔—載入」來自分隔檔案格式的數值資料。
• 「多欄–數值—載入」，適用於在單一資料列中所選維度之多個維度成員的數值
資料。要載入的成員定義可包含在載入檔案中的標頭記錄，或在匯入格式定義
中。
• 「分隔–所有資料類型—載入」，來自分隔檔案格式的所有資料類型。
• 「多欄–所有資料類型—載入」，適用於在單一資料列中所選維度之多個維度成
員的所有資料類型。要載入的成員定義可包含在載入檔案中的標頭記錄，或在
匯入格式定義中。
您可以載入支援下列資料類型的資料檔案：
• 數字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 日期

4.

在鑽研 URL 中，指定用於鑽研的 URL。

5.

從分隔符號中，選取在輸出檔案中用來分隔欄的字元。
分隔檔案包含一或多個由特定分隔符號互相隔開的記錄。
可用選項：
• 逗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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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豎線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Tab
• 波狀符號 (~)

備註：
檔案編碼選項定義於資料管理中的「系統/使用者設定值」選項。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
的檔案字元設定。
6.

從針對欄名稱使用標頭，使用箭頭鍵來選取標頭列或無標頭列，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若要指定無標頭，請在欄名稱的使用標頭中，選取 0。

7.

按下一步。

預覽檔案選項
使用「檔案預覽」頁面可檢視所要載入檔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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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映檔案欄
如果尚未定義分隔檔案的欄名稱，或您需要重新命名欄，以對映到目標應用程式，請使
用「檔案欄對映」頁面來變更欄名稱。
若要編輯檔案中的欄標頭，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檔案匯入 - 檔案類型編碼頁面中，針對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完成檔案對映詳細資
料之後，請按下一步。

2.

在檔案匯入 - 檔案欄對映頁面中，然後在預覽表格中，選取欄標頭欄位，並視需要
編輯值。

3.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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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直接整合
對於和其他 Oracle Cloud Services (立即可用或封裝整合) 具有直接連線的客戶，可定義來源
資料、建立對映規則以將資料轉譯成必要的目標格式，以及執行和管理週期性資料載入程序。
若要建立直接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

「一般」頁面會顯示於「建立整合」檢視中。
2.

在名稱和描述中，輸入新直接整合的名稱和描述。

3.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位置是用來連結來源與目標，以及相關聯的成員對映。您可以在同一個位置內使用不同組
選項和篩選準則，定義多個整合。位置主要是用來控制對整合的存取。您可以使用「位置
安全性」控制對一般使用者的存取。
如果您輸入新位置，必須提供「來源」與「目標」。當您儲存整合時，資料整合會自動建
立位置。
如果您選取現有的位置，資料整合會自動植入「來源」和「目標」值，您就無法變更這些
值。

4.

按一下

5.

從選取來源頁面，選取直接整合來源系統。

(選取來源)。

直接整合的來源系統會登錄在資料管理中，而且會顯示在具有
頁面中。

圖示的「選取來源」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
料管理 中的設定來源系統、登錄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來源系統或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6.

按一下

(選取目標)。

適用於使用者的目標應用程式會登錄在資料管理中，其中某些來源會登錄為來源，而在其
他狀況下，會登錄為目標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登錄目標應用程式。
7.

從選取目標頁面，選取目標應用程式。
目標應用程式會顯示在「選取目標」頁面中，並附帶一個

8.

圖示。

按一下儲存。

對映維度
您可以將來源資料對映至應用程式中的目標維度。此外，您還可以使用表示式定義簡單的轉換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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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對映維度時，如果來源檔案有標頭記錄，或者您在預覽區段中定
義了欄標題，請為每個維度選取來源欄。資料整合會自動決定欄編號並植入欄編號。您
也可以手動輸入欄編號。
如果是直接整合，您可以從「來源應用程式」挑選維度，並對映到「目標應用程式」中
的維度。
對於檔案型和直接整合來源，您也可以套用來源和目標表示式來操作來源和目標維度。
如需對映維度和成員的相關資訊，請觀賞此教學課程影片：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針對檔案型資料整合對映維度和成員

建立維度對映
若要對映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2.

從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僅限以檔案為基礎的來源：從類型中，選取檔案格式。
可用選項：
• 「分隔—載入」來自分隔檔案格式的數值資料。
• 「多欄–數值—載入」，適用於在單一資料列中所選維度之多個維度成員的數值
資料。要載入的成員定義可包含在載入檔案中的標頭記錄，或在匯入格式定義
中。

備註：
匯入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或中繼資料子集，然後使用 EPM 整合
代理程式將該子集直接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時，無法使用多欄格式類型。您必須改為將每筆
金額旋轉至單一列中。如需有關旋轉維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匯
出目標應用程式選項。
• 「分隔–所有資料類型—載入」，來自分隔檔案格式的所有資料類型。
• 「多欄–所有資料類型—載入」，適用於在單一資料列中所選維度之多個維度成
員的所有資料類型。要載入的成員定義可包含在載入檔案中的標頭記錄，或在
匯入格式定義中。

備註：
目前不支援「固定寬度 – 數值資料」和「固定寬度 – 所有資料類
型」。
4.

：在鑽研 URL 中，指定用於鑽研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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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不適用於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和 Oracle ERP
Cloud 總帳資料來源。
5.

僅限以檔案為基礎的來源：從分隔符號中，選取用於在輸出檔案中分隔欄的字元。
分隔檔案包含一或多個由特定分隔符號互相隔開的記錄。
可用選項：
• 逗號 (,)
• 豎線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Tab
• 波狀符號 (~)

6.

在對映網格中，將來源資料載入檔案中的來源欄對映至目標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會自動植入目標應用程式的維度。
如果已為檔案定義匯入格式，則會自動對映來源和目標欄。
如果要新增全新的匯入格式或編輯現有匯入格式，請完成以下操作：
• 在欄中，從檔案指定要匯入的欄位號碼。
• 在選取來源維度中，指定來源維度名稱，以指派至目標應用程式。
相同維度的多個來源欄可對映至目標維度。例如，您可以對映四個「科目」來源欄。
• 新增來源或目標表示式：直接從來源或目標指派操作值的表示式。
請參閱使用來源表示式和使用目標表示式。

7.

選擇性：對於以逗號分隔的檔案，藉由按一下列右側的
列，選取要以匯入格式對映的其他列。

，並從下拉清單選取要新增的

可用列：
• 來源期間
–

年度

–

期間

–

期間編號

• 幣別
• 屬性
• 描述
• 維度列
–

科目

–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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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

–

檢視

您也可以略過列。
匯入定義選項

描述

略過

略過選項用來指示輸入檔案中應該略過的
列。例如，沒有資料、負數，或用於特定科
目的列。略過列的規格會以與資料列相同的
方式定義，並且系統會尋找與輸入檔案指定
位置之表示式欄位中輸入的文字完全相同的
文字。
資料整合自動略過輸入檔案中金額位置具有
「空格」和「非數值」字元的列，因此，只
有在輸入檔案的列的相同位置出現非金額資
料作為金額的情況才需要略過指定。例如，
輸入檔案可能包含名為「日期」的標籤。在
略過列中新增項目，以指示文字「日期」的
起始欄、文字的長度和要比對的完整文字。
「略過」列選項可用於固定且未分隔的檔案
類型。

屬性

從檔案或其他資料來源最多可以匯入 40 個屬
性欄位。如果是檔案，您可以指定輸入欄位
的位置，如果是其他資料來源，您可以指定
「來源應用程式」的來源維度。您也可以使
用表示式插入固定值。
屬性欄位通常用於幫助組成鑽研 URL，或用
於記錄或文件需求。

備註：
如果將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來源與明確的期間對映
類型整合，則系統會在 ATTR2 欄
中儲存對映年度 (SRCYEAR) 和對
映期間 (SRCPERIOD)，在 ATTR3
欄中儲存年度。因此，從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匯入資料時，不應在任何其
他維度對映使用屬性欄 ATTR2 和
ATTR3。
同樣的，當您將 Movement 來源
屬性對映至任何目標維度時，系統
會自動建立另一個對映，將
Movement 對映至 ATTR1 欄。

描述

您可以使用與屬性欄相同的方式匯入 2 個描
述欄並載入這些欄。您可以在輸入列中指定
包含描述的位置，或在對映表的表示式欄位
中輸入值來指定明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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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定義選項

描述

幣別

資料整合支援載入與所選位置預設幣別不同
之幣別資料的功能。此選項可讓您指定輸入
行中的位置，其中為相關數量欄位指定幣
別。針對檔案匯入格式，指定每個資料列的
幣別，或者確定已在使用選取之匯入格式的
位置中指定幣別。

備註：
如果未正確指定幣別，您可能會在
載入資料時遇到問題。

來源期間

支援「期間」維度作為資料檔案中的欄。如
果您在單一檔案中擁有多個期間的資料，則
可在載入目標應用程式的每個資料檔案列包
含年度和期間。您透過匯入格式定義載入定
義，然後在執行整合時選取來源期間，藉此
載入期間作為資料檔案中的欄。

維度列

資料整合支援在維度規格分攤在相同行的多
個位置間時，在匯入格式中之維度的多個項
目。此功能可讓您連結以檔案為基礎之資料
的欄位。若要使用此選項，請選取維度、開
始和結束位置，以及表示式。

8.

選擇性：若要複製匯入格式中的列，請按一下待複製列右側的
的複製。

，並按一下下拉清單中

9.

選擇性：若要刪除匯入格式中的列，請按一下待刪除列右側的
的刪除。

，並按一下下拉清單中

10. 按一下儲存。

使用目標表示式
匯入資料時，您可以將目標表示式套用至對映的維度。目標表示式可讓您將讀取自來源的來源
值，轉換為目標維度值，以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這些表示式可代替成員對映，用來執行簡單
的資料轉換。對於使用匯入表示式的大型資料集，轉換可改善資料載入效能。
支援的目標表示式類型：
• 複製來源值
• 首碼
• 尾碼
• 子字串
• 取代
• 預設值
• Rtrim
• L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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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ad
• Lpad
• 常數
• 四捨五入
只有 Amount 維度才會有「四捨五入」表示式。
• 條件
• 分割
• SQL

備註：
除了「四捨五入」運算式類型之外，無法將目標運算式類型套用至「金額」維
度，或「屬性」列、「幣別」列和「略過」列。
若要指派目標表示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在對映網格中，按一下維度右邊的
目標表示式的目標值。

3.

從編輯目標表示式頁面，按一下表示式類型，然後選取目標表示式。

4.

從編輯目標表示式畫面，按一下表示式類型，然後選取目標表示式。

5.

選取與目標運算式相關聯的所有參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然後選取編輯目標表示式，以選取要新增

頁面上顯示的參數取決於表示式類型。
若要移除目標表示式類型，請按一下

。

複製來源值
使用「複製來源」表示式類型將來源值複製到目標。
參數為：copysource()。

首碼
使用「首碼」表示式類型將固定首碼新增至字串。
參數是 prefix。
例如，若要在參數中指定首碼字串 LE01，請使用產生的運算式 prefix("LE01")。

尾碼
使用「尾碼」表示式類型將固定尾碼新增至字串。
參數為：suffix("")。例如，若要將尾碼 "East" 新增至客戶代碼維度，請指定：
suffix("East") 作為表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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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字串
使用「子字串」表示式類型從字串中根據字元位置 (開始位置) 和子字串長度 (要擷取的字元
數)，擷取並傳回字元。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substr(維度, 位置, 長度)。例如，如果來源實體編號是
"031010"，若要傳回從第二個字元位置開始且子字串長度為 5 的子字串，請指定：
substr(Entity, 2, 5) 作為運算式。在此範例中，表示式會傳回：31010。

取代
使用「取代」表示式類型來搜尋字串並以特定的替換值取代。(替換值可以是字串內的字元。)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replace(Dimension, "x","0")。例如，如果科目編號是
"123x456x"，而您想要以 "0" 取代每個 "x"，請指定：replace(ACCOUNT, "x", "0") 作為運算
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12304560。

預設值
使用「預設值」表示式類型可在來源空白時指派預設值。否則會指派來源值。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default(Dimension, "Default Value")。例如，若要將預設值
"Working" 指派給使用者定義的 "Version" 維度，請指定：default(UD1, "Working") 作為運算
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Working。

Rtrim
使用 Rtrim 表示式類型來修剪字串的前置字元 (右側)。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rtrim(Dimension,"0")，在其中指定維度和要修剪的字元。例如，
當來源是 "123000" 時，若要修剪所有後置 "0" 字元，請指定：rtrim(Dimension, "0") 作為
運算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123。

Ltrim
使用 Ltrim 表示式類型來修剪字串的前置字元 (左側)。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ltrim(Dimension,"0")，其中，您可以指定維度和要修剪的字元。
例如，若要修剪來源 "000123" 的所有前置 "0" 字元，請指定 ltrim(Dimension, "0") 表示
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123。

Rpad
使用 Rpad 表示式類型以一組特定字元將字串右側填補到給定長度為止。當您指定的長度比表
示式長度更短時，Rpad 會將表示式截斷到指定的長度。未指定要填補的字元時，空格是預設
填補字元。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rpad(Dimension, length, "characters to pad")。例如，若要
以 0 填補科目值 1234 的右側，且長度最多六個字元，請指定：rpad(Dimension, 6, "0") 作
為運算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 1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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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ad
使用 Lpad 表示式類型以一組特定字元將字串左側填補到給定長度為止。當您指定的長
度比表示式長度更短時，Lpad 會將表示式截斷到指定的長度。未指定要填補的字元
時，空格是預設填補字元。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lpad(Dimension, length, "characters to pad")。例
如，若要以 0 填補科目值 1234 的左側，且長度最多五個字元，請指定：
lpad(Dimension, 5, "0") 作為運算式。在此範例中，結果是：01234。

常數
使用「常數」表示式類型將常數值指派給欄。對於目標欄，套用常數時不會考慮來源
欄。
參數為：constant("")。例如，若要將 "P_001" 值指派給「產品」欄的每一列，請指定
constant("P_001")。在範例中，結果是：P_001。

四捨五入
使用「四捨五入」表示式類型可將「金額」維度目標表示式中的一個數四捨五入到指定
的小數位數或精確度值。
「四捨五入」表示式中可以指定 -12 到 12 的精確度值。
請使用依照此格式的參數：round(AMOUNT,<decimal_precision>)
在此範例中，「四捨五入」表示式 round(AMOUNT,1) 會四捨五入到小數第一位的精確
度：
金額值：

結果

10.18

10.2

10.14

10.1

10.15

10.2

在此範例中，「四捨五入」表示式 round(AMOUNT,1) 會四捨五入到小數第零位 (整數)
的精確度值：
金額值：

結果

10.18

10

10.5

11

10.491

10

「四捨五入」精確度值可以小於 0 (例如 -2)。當四捨五入精確度小於 0 時，則會從小數
的左邊而不是右邊進位。
例如，當「金額」為 574.194 時，如果您使用 -2 的「四捨五入」表示式，則結果為
600 (round(57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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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使用「條件」表示式類型來指定 if-then-else 陳述式，當條件評估為 true 時傳回一個值，當條
件評估為 false 時傳回另一個值。
參數為：condition=()。例如，若要在科目值為 "1100" 時傳回 "Cash"、當科目值為
1300-101 時傳回 "ShortTermRec"、科目值為 1300-102 時傳回 "AccruedTax"，或當科目值為
空值或等於 "" 時傳回 "No Member"，請使用下列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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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
使用「分割」表示式類型以根據分隔符號分割來源值，並於分割值之後傳回 n 值。需要從字串
中分割區段值時，此表示式類型非常有用。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split(Dimension, "delimiter", component number)，在其中選
取用來隔開字串的分隔符號字元，以及要傳回的字串元件。例如，如果來源科目編號是
110-20-312300-500，而您想要看到字串的第三個元件，請指定：split(ACCOUNT, “-“,
3)。在此範例中，結果是：312300。

SQL
使用 SQL 表示式類型來指派可在 SQL INSERT 陳述式中作為值的任何 SQL 表示式。若要使
用來源值，請將值括在 $ $ 內。例如，如果您要參照 UD1，請指定為 $UD1$。在來源表示式
中只能使用一個來源值。

備註：
您不能使用維度名稱，例如 $MyAccount$。您只能參照匯入格式中使用的維度，而
不是 TDATASEG 資料表中的任何欄。(在資料管理的「目標應用程式」頁面的「資料
表格欄名稱」欄位中，您可以找到維度的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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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為 sql("")。例如，若要在 UD4 來源值為 "031010" 時傳回 "S1" 值，否則傳回
"S2" 值，請指定 SQL 運算式：sql("CASE WHEN $UD4$ = ’031010’ THEN ‘S1’
ELSE ‘S2’ END")。

toPeriod
使用 toPeriod 目標表示式類型來根據來源系統期間名稱衍生期間維度成員。
使用 Java 簡單日期格式來提供來源期間名稱的格式。例如，如果來源期間是 Jan-20，
請使用表示式 toPeriod(PERIOD, "MMM-yy", "Mon") 來衍生期間維度名稱。

toYear
使用 toYear 目標表示式來根據來源系統期間名稱衍生年度維度成員。
使用 Java 簡單日期格式來提供來源期間名稱的格式。例如，如果來源期間是 Jan-20，
請使用表示式 toYear(YEAR, "MMM-yy", "FY+YY") 來衍生年度維度名稱

使用來源表示式
匯入資料時，您可以將來源表示式套用至來源維度。來源表示式可用來加強和轉換讀取
自檔案的來源值。例如，使用 Rpad 表示式類型填補 (增加額外字元) 來源維度值的右
邊，以確保特定長度。
對於 "Amount" 來源維度，有下列來源表示式類型可用：
• 填入：請參閱從歐式轉換到美式標記法 (Fill)。
• DRCRSplit：請參閱顯示借方欄和貸方欄 (DRCRSplit)。
• 符號：請參閱使用非標準數字符號慣例 (Sign)。
• 因數：請參閱乘以整數與小數因數 (Factor)。
• NZP：請參閱停用零隱藏 (NZP)。
如需有關將來源表示式套用至 Amount 維度的資訊，請參閱對 Amount 維度使用來源表
示式。
以下來源表示式類型可用於非 Amount 來源維度：
• 首碼
• 尾碼
• 子字串
• 取代
• 預設值
• Rtrim
• Ltrim
• Rpad
• Lpad
• 常數
•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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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
若要指派來源表示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僅限以檔案為基礎的來源。選擇性：從類型中，選取檔案的格式。
如需檔案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維度對映。

4.

在對映網格中，按一下維度右邊的
示式的來源值。

，然後選取編輯來源表示式，以選取要新增來源表

5.

從編輯來源表示式畫面，按一下表示式類型，然後選取來源表示式。

備註：
可套用至 Amount 維度的來源表示式類型包括：填入、DRCRSplit、符號、因數
和 NZP。也可以將多個來源表示式套用至 Amount 維度。Amount 維度不接受
「常數」、Lpad 和 Rpad 表示式類型。
6.

從編輯來源表示式畫面中，選取與來源表示式相關聯的所有參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頁面上顯示的參數取決於表示式類型。
若要移除來源表示式類型，請按一下

。

對 Amount 維度使用來源表示式
對於 "Amount" 來源維度，有下列來源表示式類型可用：
• 填入–請參閱從歐式轉換到美式標記法 (Fill)。
• DRCRSplit–請參閱顯示借方欄和貸方欄 (DRCRSplit)。
• 符號–請參閱使用非標準數字符號慣例 (Sign)。
• 因數–請參閱乘以整數與小數因數 (Factor)。
• NZP–請參閱停用零隱藏 (NZP)。
如需有關套用來源表示式類型的資訊，請參閱使用來源表示式。

從歐式轉換到美式標記法 (Fill)
使用「填入」表示式類型來填補 Amount 維度，並以關鍵字來轉換數字格式。通常，「填入」
會搭配參數 fill=EuroToUS，以觸發從 (.,) 到 (,.) 格式的數字格式轉換。
參數為 fill=。例如，指定：fill=EuroToUS 將 10.000,00 轉換為 10,000.00。

使用非標準數字符號慣例 (Sign)
使用「符號」表示式類型來管理非標準數字符號慣例。將帶有前置與後置減號的數字以及括號
內的數字解釋為負數。您也可以使用其他前導和後置字元來指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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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數字也會被視為負數。例如，如果您指定 (100.00)，而 <100.00> 皆被視為負
數。
如果正數不帶正負號 (1,000.00)，而負數後面接著 CR (1,000.00CR)，則表示式為
Sign=,CR。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Sign=[正數字串],[負數字串]。例如，如果正數後面是 DR
(1,000.00DR)，而負數後面是 CR (1,000.00CR)，請指定：Sign=DR,CR。

乘以整數與小數因數 (Factor)
使用「因數」表示式類型將來源檔案金額乘以使用者定義的值。這種表示式可讓您依任
何數值係數來縮放檔案中的資料。您可以使用此表示式將資料加倍或減半。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Factor=，在其中指定使用者定義的整數或小數，用來乘以
您的資料。例如，使用 Factor=1000 將金額從 12500 轉換為 12500000。

顯示借方欄和貸方欄 (DRCRSplit)
使用 DRCRSplit 表示式類型來剖析分割固定格式文字檔案的數值欄。依預設，「金額」
欄位中的數值視為借方。但您也可將借方值放在左邊，將貸方值放在右邊。
若要使用此表示式，請指定借方的開頭 (例如第 56 欄)，以及直到貸方欄尾端的欄長度
(例如 40 個字元)。中點可能是 20，表示 20 左邊的數字是借方，而右邊是貸方。
請依照此格式來使用參數：drcrsplit=DR 和 CR 欄的中點。例如，使用表示式
drcrsplit=16 指定中點 (16) 左邊的數字是借方，中點 (16) 右邊的金額是貸方。
匯入檔案時，會為貸方金額指派負號 (因此會解釋為正數)，而借方金額是不變的 (因此
會解釋為負數)。

停用零隱藏 (NZP)
NZP 表示式用於停用資料載入過程中的零隱藏。依預設，資料管理會略過試算表中餘額
為零的科目。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要載入所有科目，以確保應該會零的值會被取代。
您可以在「金額」欄位的「運算式」欄中輸入 NZP，從而停用零隱藏。
參數是 NZP。

新增查詢維度
可以為目標應用程式建立查詢維度並為其指派資料欄，並用於對映和參照。
在資料整合中可以新增目標應用程式中沒有對應維度的查詢維度。如果您需要新增決定
如何轉換另一欄的內容，這些類型的維度就很好用。它們可以與成員對映功能共同使
用，以交互參照多個來源區段和圖表欄位，並指派目標值。
若要新增查詢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Oracle Hyperion Workforce Planning 應用程式右側的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2.

選取維度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

)，從目標維度類別下拉清單中選取目標維度類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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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維度類別下拉清單中就會新增一個查詢維度項目。
4.

在維度名稱中，輸入查詢維度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查詢維度將會新增至維度詳細資料清單，其目標維度類別名稱為「查詢」。若要使用查詢
維度作為來源維度，務必在匯入格式中對映此維度。

新增科目調節合併餘額維度
載入資料時，科目調節客戶只能合併變更的餘額，保留相同位置的現有資料。此選項可在上次
將資料載入科目調節後只有少許餘額有所變更時，不必執行載入整個資料檔案。此程序需要客
戶為載入目標應用程式之每個新餘額的維度設定一個合併 ID。構成設定檔區段的所有個別維
度，以及應對映至合併 ID 的幣別。

備註：
為了確保能夠從科目調節正確地將結果往回鑽研至資料整合，必須為載入的每個新餘
額新增一個新合併 ID。
若要對映合併餘額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要新增合併餘額的整合右邊的

2.

從「對映維度」選取與該整合關聯的匯入格式名稱。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合併 ID。

便會新增一個來源類型為合併 ID 的空白來源維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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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選取來源維度下拉清單，將構成資料檔區段的所有個別維度及幣別對映至「合併
ID」。
例如，如果「科目」和「公司」構成設定檔區段，請新增「合併 ID」列 3 次，然後
將這 3 列的「合併 ID」全部對映至「科目」、「公司」，然後再針對「幣別」進行
對映。

5.

按一下儲存。

6.

從資料整合首頁，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

7.

在執行整合頁面上，選取選項頁籤。

8.

從匯入模式下拉清單中，選取合併。

9.

從匯出模式下拉清單中，選取無匯出。

。

10. 視需要選取期間。
11. 按一下執行。

對映成員
對映成員可讓您將來源值轉譯成每個目標維度中的有效成員。如果您有定義好的目標表
示式來衍生出指定維度的目標成員，您就不必定義成員對映。如果您使用條件化的目標
表示式，就可以為沒有被條件涵蓋到的剩餘來源值定義成員對映。如果使用目標表示式
可以達到資料轉換的目的，強烈建議您使用它而不要對映成員。對大型資料集而言，使
用目標表示式的轉換，遠比執行成員對映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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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個整合之間可以使用父項位置共用對映。每個維度預設會以 Account、Entity、ICP、
UD1、UD2 等的順序處理對映。您可以變更「應用程式」定義中的計算順序來置換對映順序。

新增成員對映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明確」、「介
於」、「在...中」、「多維」及「類似」。
若要新增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如果您想要共用來自另一個整合的對映，請選取位置參照。
如果您定義目前整合的對映，則必須提供「位置」參照。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按一下

以新增成員對映。

您也可以選取對映並按一下「編輯」圖示
映。
5.

，視需要只編輯現有的對映，而不新增對

從新增成員對映的來源中，從對映類型下拉清單選取成員對映類型，然後指定來源值。
成員對映的類型如下：
對映的類型

描述

另請參閱

精確地比對來源值與目標值，並 使用明確對映
以目標值取代。
明確對映為一對一對映，例如，
來源值 "ABC" 以目標值 "123"
取代。
以單一目標值取代連續範圍的來 使用介於對映
源值。
例如，從 "001" 到 "010" 的範圍
以一個值取代。
在另一個範例中，您可能需要將
科目 300000 到 3001999 對映
至「保留盈餘」，不過科目
310000 可能是「資本」貢獻或
股息。
列出要對映至某一目標值的非連 使用在...中對映
續來源值。
在這種情況下，可在一個對映中
將多個值對映至一個值，無需像
「明確」對映一樣建立多個規
則。
例如，您可以讓來源科目
1503、1510 和 1515 對映到目
標科目 15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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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映的類型

描述

另請參閱

使用特殊字元來比對來源值中的 使用類似對映
字串，並將其對映至目標值。
類似對映使用萬用字元：星號
(*) 和問號 (?)。星號是任意數目
字元的佔位字元。
例如，1190* 會將科目 1190、
1190100 和 1190-200 對映至
「現金」目標科目
問號是一個字元的佔位字元。例
如，119? 的來源科目只會對映
至包含四個字元並且以 119 開
頭的來源科目。
多維度對映可讓您針對來源值的 使用多維對映
特定組合來指派目標值。
此功能提供您將資料載入目標應
用程式中不可用之維度的能力。
例如，科目維度的對映可以用實
體、產品和專案的來源值作為依
據。
此外，還可選取在目標應用程式
登錄中新增的查詢維度。這些維
度包含不存在於目標應用程式中
的來源維度。它們在建立多維度
篩選條件時提供了更大的彈性。
這是一種有助於條件式資料載入
的方式。

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
「明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在「介於」與
「類似」之內，類型對映可以重疊。
6.

在目標中，輸入維度成員名稱的目標值。
您可以按一下

7.

輸入個別成員作為目標，或使用成員選取器選取值。

在處理順序中，指定對映的順序。
處理順序可用來決定對映類型內層級的優先順序。對映的處理是依照對映類型內名
稱的字母排列順序。數字也可用來協助排序。例如，如果以十位或百位來編號，您
可以在現有的兩個值之間插入新值。當對映的編號為 10、20 和 30 時，您可以新增
以 25 開頭的對映且不需要重新命名其他對映。

8.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9.

選取變更符號以反轉指定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此選項通常會搭配「總
帳」來源資料一起使用。在 EPM 應用程式中，正數通常載入為貸方，而所有負數
載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10.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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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性地選取對映及按一下

您可以透過選取對映及按一下

，來編輯成員對映。

，來刪除成員對映。

使用明確對映
若要使用「明確」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按一下

以新增成員對映。

您也可以根據需求來編輯現有對映，而不用新增對映。
5.

在來源中，從對映類型下拉清單按一下

，然後指定來源值。

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明
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
6.

在目標中，輸入維度成員名稱的目標值。

7.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8.

選取變更符號以反轉指定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此選項通常會搭配「總帳」來源
資料一起使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中，正數
通常載入為貸方，而所有負數載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9.

按一下儲存。

使用介於對映
若要使用「介於」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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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2.

按一下編輯。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按一下

以新增成員對映。

您也可以根據需求來編輯現有對映，而不用新增對映。
5.

，然後指定來源值。

在來源中，從對映類型下拉清單按一下

以逗號分隔來源值，例如，指定：100,199。「介於」對映不支援特殊字元，例如
星號。

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
「明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
6.

在目標中，輸入維度成員名稱的目標值。

7.

在處理順序中，指定對映的順序。
處理順序可用來決定對映類型內層級的優先順序。對映的處理是依照對映類型內名
稱的字母排列順序。數字也可用來協助排序。例如，如果您使用數字來處理，請注
意處理順序是英數字元的排序順序。如果有 10、20、30、100，處理順序會是
10、100、20、30。使用數字的處理順序時，請為所有對映使用相同的位數。

8.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9.

選取變更符號以反轉指定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變更符號」選項通常會
搭配「總帳」來源資料一起使用。在 EPM 應用程式中，正數通常載入為貸方，而
所有負數載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10. 按一下儲存。

使用在...中對映
若要使用「在...中」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按一下

以新增成員對映。

您也可以根據需求來編輯現有對映，而不用新增對映。
5.

在來源中，從對映類型下拉清單按一下

，然後指定來源值。

以逗號分隔來源值，例如，指定：100,199。「介於」對映不支援特殊字元，例如
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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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明
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
6.

在目標中，輸入維度成員名稱的目標值。

7.

在處理順序中，指定對映的順序。
處理順序可用來決定對映類型內層級的優先順序。對映的處理是依照對映類型內名稱的字
母排列順序。數字也可用來協助排序。例如，如果您使用數字來處理，請注意處理順序是
英數字元的排序順序。如果有 10、20、30、100，處理順序會是 10、100、20、30。使用
數字的處理順序時，請為所有對映使用相同的位數。

8.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9.

選取變更符號以反轉指定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變更符號」選項通常會搭配
「總帳」來源資料一起使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
程式中，正數通常載入為貸方，而所有負數載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10. 按一下儲存。

使用類似對映
若要使用「類似」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按一下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以新增成員對映。

您也可以根據需求來編輯現有對映，而不用新增對映。
4.

在來源中，從對映類型下拉清單按一下

，然後指定來源值。

指定「類似」對映的來源值時，您可使用特殊字元作為參數。請參閱在類似對映的來源值
表示式中使用特殊字元。

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明
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
5.

在目標中，輸入維度成員名稱的目標值。

6.

在處理順序中，指定對映的順序。
處理順序可用來決定對映類型內層級的優先順序。對映的處理是依照對映類型內名稱的字
母排列順序。數字也可用來協助排序。例如，如果您使用數字來處理，請注意處理順序是
英數字元的排序順序。如果有 10、20、30、100，處理順序會是 10、100、20、30。使用
數字的處理順序時，請為所有對映使用相同的位數。

7.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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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取變更符號以反轉指定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變更符號」選項通常會
搭配「總帳」來源資料一起使用。在 EPM 應用程式中，正數通常載入為貸方，而
所有負數載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9.

按一下儲存。

在類似對映的來源值表示式中使用特殊字元
來源和目標值表示式可以具有一或多個特殊字元。只有「類似」對映支援特殊字元。
• 星號 (*)
星號 (*) 代表來源值。您可以在星號 (*) 前後加上一或多個字元做為首碼或尾碼，星
號會篩選具有該首碼或尾碼的來源值。萬用字元將會擷取來源中的任何項目並將其
置於目標欄中，通常會加上一個首碼。
• 問號 (?)
問號 (?) 會從來源值刪除單一字元。您可以在表示式中使用一個或多個問號 (?)。您
也可以將問號與其他表示式組合使用。例如，A?? 會尋找以字母「A」開頭且其後
尚有任何兩個字母的成員，並選取成員或刪除那兩個字元。
• <1>, <2>, <3>, <4>, <5>
處理具有連結值的列並擷取對應值。來源成員必須使用 "_" 字元作為區隔符號。

備註：
<1>, <2>, <3>, <4>, <5> 可與問號 (?) 搭配使用，但不能與星號 (*) 搭配
使用。
• <空白>
僅處理包含空白字元 (空格) 的列。
當來源成員是 ‘ ‘ 時，系統只會將表示式解讀為 <BLANK>。在此情況下，是單引
號括住單一空格字元。如果來源具有空值 (顯示為 ,, 或是以 括住空格)，系統就不
會將空值解譯為 <BLANK>。只會解譯 ‘<space char> 表示式。

備註：
<BLANK> 表示法可用於來源和目標表示式。如果用於目標表示式，將會
在目標寫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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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1

使用特殊字元的表示式範例

使用的特殊字元

對映類型

來源值

目標值

結果

備註

*

資料載入

*

1000

1000 傳回 1000

在本範例中，系統
會處理所有列並將
來源值置換為預設
值 1000。

WXYZ 傳回 1000

在表示式中，

WXYZ 也會傳回
1000。由於您輸

入星號作為來源
值，任何來源值都
會被目標值 1000
所取代。
*

資料載入

*

*

1000 傳回 1000
WXYZ 傳回 WXYZ

在本範例中，系統
會處理所有列，並
將來源值取代為原
值。

*

刪除

*

A*

101 傳回 A101

會處理所有來源成
員，並新增 "A" 作
為首碼。

*

刪除

*_DUP

*

1000_DUP 傳回
1000

僅處理並移除以字
母 "_DUP" 為結尾
的來源值。

?

刪除

?*

*

A1000 傳回 1000 此結果僅處理具有
B2000 傳回 2000 一或多個字元長度
的來源值。

移除第一個字元
?

刪除

*????

*

1000_DUP 傳回
1000
A1000 傳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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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載入

<1>

*

01_420 傳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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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載入

<2>

*

01_420 傳回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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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載入

<3>

*

01_420_AB_CC1
_001 傳回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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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1>

*

A01_420 傳回 01

<BLANK>

資料載入

<BLANK>

[無]

' ' 傳回 [無]
'01_ ' 傳回
[無]

此結果僅處理具有
四個或四個以上字
元長度的來源值。
移除最後 4 個字
元

顯示單引號僅供說
明之用。

在目標值表示式中使用特殊字元
您只能在目標表示式中使用星號 (*)，並且可以在星號 (*) 字元之前或之後附加任何數目的字
元。當您執行整合時，星號 (*) 會由產生的來源值 (它不一定有自己的來源表示式) 所取代。它
連結到您已在目標表示式中指定的任何首碼或尾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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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目標值：
A*
結果：
1000 = A1000
目標值：
*_DUP
結果：
1000 = 1000_DUP

使用多維對映
使用多維對映，來源必須少於或等於 75 個字元。
若要新增多維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

3.

從新增成員對映畫面的來源中，選取是多維。

4.

按一下維度，並選取來源欄值的維度。

5.

按一下「成員對映類型」圖示，以選取要用於對映來源欄值的方法。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

可用的類型包括：
• 明確
• 介於
• 類似
• 在...中
• 多維
如需這些類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新增成員對映。
6.

在輸入方塊中，指定來源值字串。

7.

按一下

8.

在目標中，輸入您要定義對映的目標維度成員。

，將新的成員對映類型新增至多維條件。

您也可以按一下「選取成員」畫面上的
。
多維對映的目標值必須是明確的成員名稱。不支援萬用或特殊字元。
9.

在處理順序中，指定對映處理發生的順序。

7-28

第7章

對映成員
順序可以是字母或數值。如果您指定字母排列順序，則會依照對映類型內名稱的字母排列
順序來處理對映。
您可以使用整合名稱的字母排序順序來處理對映，以便依照對映類型內名稱的字母排列順
序來處理對映。數字也可用來協助排序。例如，如果以十位或百位來編號，請在現有的整
合之間插入新整合。例如，如果整合編號為 10、20、30，請新增以 25 開頭的整合，這樣
您就不需要重新命名其他整合。

備註：
處理來源值以進行轉換時，多重對映可能適用於特定來源值。優先順序為「明
確」、「介於」、「在...中」、「多維」及「類似」。介於中間與類似兩種類型
的對映可以重疊。
10. 在描述中，輸入對映的描述。
11. 選取變更符號，以回轉所選取目標科目的符號。

當試算表的「收入」和「負債/權益」來源科目是負號時，「變更符號」選項通常會搭配
「總帳」來源資料一起使用。在 EPM 應用程式中，正數通常載入為貸方，而所有負數載
入為借方。因此，您可以反轉符號。
12. 在套用至中，選取要套用所選取對映的整合。

依預設，指定在某位置的對映適用於與該位置相關聯的所有 整合。

13. 按一下儲存。

在多維對映使用特殊字元
「來源值」和「目標值」表示式可以使用特殊字元。這些字元 (通常為 ? 和 *) 的前後可以加上
一或多個字元作為首碼或尾碼，如此可以根據該首碼或尾碼來篩選來源值。
特殊字元包括：
• 星號 (*) — 星號 (*) 代表來源值。您可以在星號 (*) 前後加上一或多個字元做為首碼或尾
碼，星號會篩選具有該首碼或尾碼的來源值。萬用字元或長條 (資料載入以寫回) 會擷取來
源中的任何有現內容並將其放置在目標欄中，通常會加上首碼。星號 (*) 代表來源值。您
可以在星號 (*) 前後加上一或多個字元做為首碼或尾碼，星號會篩選具有該首碼或尾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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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值。萬用字元將會擷取來源中的任何項目並將其置於目標欄中，通常會加上一
個首碼。
• 問號 (?) — 問號 (?) 會從來源值刪除單一字元。您可以在表示式中使用一個或多個
問號 (?)。您也可以將問號與其他表示式組合使用。例如：A?? 會尋找以字母「A」
開頭且其後尚有任何兩個字母的成員，並選取成員或刪除那兩個字元。
針對多個維度，來源維度是載入的值，而萬用字元只會套用到來源維度。維度可以出現
在多個維度規則中並使用萬用字元。首碼/尾碼僅適用於來源，並等於目標維度 (規則所
在的維度)。

目標值格式遮罩對映
使用格式遮罩可根據來源成員詳細資料的組合以及選擇性的使用者定義文字來定義目標
成員。例如，使用格式遮罩可根據某部分的來源成員、其他前置字元、後置字元，或目
標的取代文字來指定目標成員。
格式遮罩可用於「明確」以外之所有對映類型的目標成員規格。此對映類型的常見用法
分為三類：取代來源區段、利用字串處理取代區段，以及使用前置字元或後置字元以字
串處理取代區段。

#FORMAT 對映類型元件
#FORMAT 對映類型包含下列元件：
表格 7-2

#Format 對映類型元件

元件

描述

#FORMAT

指示目標成員中指定 FORMAT 的對映類型。

<format mask>

具有下列字元用來定義格式的使用者定義格式
遮罩：
• "?"—包含來源成員或成員內之區段特定位
置上的字元。
• "#"—建立目標成員時，從來源略過或拾棄
一個字元。
• "字元"—在目標中「直接」包含使用者定
義的字元。用於附加首碼、附加尾碼、或
固定字串或必要的字元。此字元可以和特
殊格式遮罩字元一起使用。
• "*"—包含來源區段或來源的所有字元。當
"*" 在區段中僅作為格式遮罩字元時，將會
從來源複製整個區段值。
"*" 和 "#" 或 "?" 字元一起使用時，將會擷
取所剩餘以及未使用的字元。
"*" 是萬用字元，可採用未使用 "?" 或 "#"
指定的其餘字元。例如，當來源為 "abcd"
並使用 "*" 時，目標為 "abcd"。當目標為
"?#*" 時，結果為 "acd"。
如果系統在區段內發現 "*"，則除了格式中
指定的 "字元" 外，"*" 之後指定的所有內
容都會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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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2

(續) #Format 對映類型元件

元件

描述

<segment delimiter>

選擇性區段分隔符號定義用於分隔來源和目標
成員中之區段的字元。對於此整合類型，來源
和目標分隔符號必須相同。未指定區段分隔符
號時，格式遮罩會套用至獨立於任何區段規格
或分隔符號的整個成員。

#FORMAT 對映範例
以下是使用 #FORMAT 提供之所有選項的範例：
表格 7-3

#Format 對映類型範例

來源

目標

結果

12345-6789-012-3456ABC-001

#FORMAT("???-*-GROUP-AA##?
123-6789-GROUP-5ABCX-GROUP
#*X-GROUP","-")
說明：採用第一個區段的前三個字
元、採用整個第二區段、以文字
"GROUP" 取代第三個區段、使用 AA
在第四個區段加上前置字元、放置第
三和第四個字元、保留第五個字元、
放置第六個字元、保留 ABC 並新增後
置字元 "X"、以文字 "GROUP" 取代第
五個區段。

取代區段
您可以使用來源成員的格式作為目標成員的定義，但是要取代部分來源區段，而不是重複使用
來源的值。例如，您可能需要根據第四個區段的值來篩選來源，以明確值取代第七個區段，然
後保留其他區段的值，如下所示：
來源：
??????-??????-?-012000000-??????-???-???????-??????-??????-??????-???
目標：
??????-??????-?-012000000-??????-???-GROUP-??????-??????-??????-???

使用字串作業取代區段
您可以對正在進行取代的區段套用字串作業。例如，您可能有 11002293 的值，但是在寫入區
段時，您只想要使用最後四位數字或前六位數字。使用成員 11002293 的範例：
• 忽略開頭兩個字元並得到結果：002293。使用 #FORMAT("##*")。
• 截斷最後三個字元並得到結果：11002。使用 #FORMAT("?????")。
• 忽略開頭兩個字元以及截斷最後三個字元得到結果：002。使用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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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置字元或後置字元以字串作業取代區段
您可以將來源的區段值「直接」使用在目標的對應區段中。例如，如果來源為 A100，
您可以對映此值作為目標中的值，然後您可以對映此值作為目標中的值。在此情況下，
您可以在來源使用萬用字元，然後根據來源針對目標中的該區段指定明確值。

選取成員
使用「選取成員」頁面在維度內檢視和選取成員。
若要選取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在目標中，按一下

4.

在選取成員頁面上，執行下列任務：
a.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

從立方體中，選取目標系統的計畫類型。
「立方體」會決定可用維度的結構。

b.

選擇性：在搜尋成員中，輸入搜尋準則 (僅成員名稱或別名)，然後按一下輸
入。
搜尋不區分大小寫。您可以搜尋文字、多個文字或萬用字元。

c.

左側第二個窗格顯示可用父項維度的第一個層級。按一下窗格中要對映之每個
成員旁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若要向下鑽研至所選維度中的成員並在第三個窗格中顯示結果，請按一下

d.

左側第三個窗格是在步驟 b 中選取之所選維度的成員或同層級。按一下要對映
之每個成員旁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若要向下鑽研至所選維度的成員並在第四個窗格中顯示結果，請按一下

e.

。

。

左側第四個窗格是步驟 c 中所選成員/同層級的成員 (分葉層級) 結果。按一下要
對映之每個成員旁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擇。

顯示勾選符號的所選維度/成員會移至選擇窗格。
如要清除您選取的項目，請在選擇窗格中選取維度/成員，然後選取
清單中的移除或全部移除。
5.

下拉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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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成員
您可以套用篩選條件來檢視特定成員。您使用 "Contains" 或 "Equal" 運算元和特定值，根據一
個以上的維度來建立篩選準則。
若要套用成員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2.

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

3.

選取要將篩選條件套用至來源、目標或處理順序值。

4.

從運算元下拉清單中，選取篩選條件的運算元和值。
可用的運算元如下：
• Contains - 傳回包含「值」欄位中的字串字元的值。
• Equals - 傳回等於「值」欄位中的字串字元的值。

5.

在值中，指定用於篩選條件的特定值。

匯入成員對映
您可以從您選取的 CSV 和 TXT 檔案匯入目前的維度或所有成員對映，然後就能建立對映。匯
入成員對映支援合併或取代模式，以及目標成員的有驗證或無驗證選項。
若要匯入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以檔案為基礎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從動作下拉清單，依序選取匯入和目前維度。
若要匯入所有維度，請選取所有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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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序從匯入成員對映和檔案名稱，指定要從其中匯入成員對映之檔案的名稱。

6.

從匯入模式中選取匯入模式。
• 合併—更新現有對映。現有對映是根據「來源」值、「處理順序」和「整合名
稱」(如果指定) 識別。如果對映不存在，則會建立新對映。
• 取代—從檔案中刪除現有對映，並建立新對映。

7.

從驗證中，選取驗證成員對映。
「驗證」可確定匯入之「總帳」中的所有資料，均含有對應的對映。

8.

在執行模式中，選取要執行匯入的模式：
• 線上 — 立即處理匯入。
• 離線 — 在背景執行匯入。

9.

按一下確定。

匯入 Excel 對映
您可以透過選取「匯入」選項和選取 Excel 對映來匯入 Excel 對映。
若要匯入 Excel 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動作下拉清單，依序選取匯入和從 Excel 匯入。

3.

依序從匯入成員對映和檔案名稱，指定要從其中匯入成員對映之 Excel .XL 檔案的
名稱。
您也可以按一下

，然後導覽至 .XLS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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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序從匯入成員對映和檔案名稱，指定要從其中匯入成員對映之檔案的名稱。

5.

按一下確定。

6.

從匯入模式中選取匯入模式。
• 合併 — 使用資料載入檔案中的資料覆寫應用程式中的資料。
• 取代 — 清除資料載入檔案中的維度值，並取代為現有檔案中的值。

7.

從驗證中，選取驗證成員對映。
「驗證」可確定匯入之「總帳」中的所有資料，均含有對應的對映。

8.

在執行模式中，選取要執行匯入的模式：
• 線上 — 立即處理匯入。
• 離線 — 在背景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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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確定。

下載 Excel 範本 (對映範本)
下載並使用 Maploader 範本，可從 Excel 上傳您的對映表，而不是透過資料整合或資料
管理的方式輸入。此功能可讓您從 Excel 對映選取並匯出成員，即可對映成員。您可以
合併或取代對映，這並不會更新對映，只會在資料庫中新增項目。具有正確格式的
Excel 對映範本包含在 EPM_ORACLE_HOME/products/FinancialDataQuality/templates
目錄中。
對映範本還包含巨集指令碼，可從您目標連接的目標應用程式直接取得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維度。
您必須將 Excel 範本上傳至 資料管理伺服器，然後在執行整合時選取 Excel 檔案作為要
載入的檔案，或是若檔案名稱留白，則於系統提示時輸入檔案名稱。系統會判斷所處理
的檔案是否為 Excel 檔案，然後再讀取必要的格式以載入檔案。
在 Excel 中使用對映範本時：
• 對映範本中不可以有任何空白行。
• 您可以在範本中插入行，但必須在指定區域中保留新的行。
• 每個範本支援單一維度。
若要下載 Excel 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成員」頁面下拉清單中，依序選取動作、匯入和下載 Excel 範本。
此時會顯示 Opening Maploader.xls 頁面。

3.

開啟 MaploaderTemplate.xls，或將檔案儲存到您的硬碟。

4.

開啟 MaploaderTemplate.xls。

5.

選取對映頁籤。

6.

在儲存格 B1 輸入位置，在儲存格 B2 輸入 位置 ID，然後從儲存格 B3 的維度下拉
清單選取維度。

7.

完成下列欄的欄位：
a.

在來源中，輸入來源維度值。
您可以在輸入來源維度時指定萬用字元和範圍。
• 表示無限字元的萬用字元 — 使用星號 (*) 來指示無限字元。例如，請輸入
548* 或 *87.8。
• 表示單一字元預留位置的萬用字元 — 請使用問號 (?) 來指示單一字元預留
位置。例如，
–

548??98

–

??82???

–

??81*

• 範圍 — 請使用逗號 (,) 來指示範圍 (不允許萬用字元)。例如，請指定
10000,19999 作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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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圍會評估從 10000 到 19999 的所有值，含開頭和結尾的兩個值在內。)
在此情況下，資料管理會考量從 10000 到 19999 的所有值，並包含開頭和結尾的
兩個值在內。
• 在...中對映 — 請使用逗號 (,) 來分隔項目 (不允許萬用字元)。您必須至少有三個項
目，否則對映會顯示介於對映。例如，請指定 10,20,30 作為「在...中」對映。
• 多維對映 — 使用 #MULTIDIM 以指示其多維對映。輸入 DIMENSION NAME=[VALUE]
以及值。「值」遵循的邏輯為「萬用字元」、「範圍」和「在...中」對映。在下列
範例中，搜尋條件為以 77 開頭以及 UD1 = 240 的所有科目。例如，#MULTIDIM
ACCOUNT=[77*] AND UD1=[240]。
b.

在來源描述中，輸入來源值的描述。

c.

在目標中，輸入目標維度值。

d.

在變更符號中，輸入 True 以變更 Account 維度的符號。輸入 False 以保持 Account
維度的符號。只有在對映 Account 維度時才會使用此設定。

e.

在規則名稱中，輸入當對映套用至特定資料規則名稱時的整合名稱。

備註：
如果您新增「明確」對映，規則名稱必須等於來源值。

8.

按一下儲存。

還原成員對映
還原成員對映會刪除目前階段作業中進行的對映並根據檢視點還原對映。
您只能夠從 POV 的上次資料載入還原成員對映。
若要還原成員對映，請進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成員」頁面下拉清單中，依序選取動作、還原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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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還原對映確認頁面上按一下確定。

匯出成員對映
您可以將成員對映匯出到從選取的檔案或是 Excel 檔。

匯出目前維度或所有維度對映
若要匯出目前維度或所有維度的成員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編輯。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4.

從匯出下拉清單中選取目前維度或所有維度。

5.

從指定檔案位置中，指定要匯出對映到哪一個檔案名稱。

6.

按一下匯出。

7.

選擇性：按一下上傳，並導覽至要匯出的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對映匯出至 Excel
當您匯出到 Excel 時，您無法以該格式重新匯入。
若要將成員對映匯出至 Excel，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成員。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在其中編輯或新增成員對映的維度。

3.

從動作下拉清單，再從匯出下拉清單，選取匯出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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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匯出至 Excel 方法，對映將匯出至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試算表會為試算表名稱使
用位置名稱。
4.

開啟 XLS 檔案，或將檔案儲存到您的硬碟。

5.

開啟試算表。

6.

選取對映頁籤。

7.

在儲存格 B1 輸入位置，在儲存格 B2 輸入 位置 ID，然後從儲存格 B3 的維度下拉清單選
取維度。

8.

完成下列欄的欄位：
a.

在來源中，輸入來源維度值。
您可以在輸入來源維度時指定萬用字元和範圍。
• 表示無限字元的萬用字元 — 使用星號 (*) 來指示無限字元。例如，請輸入 548* 或
*87.8。
• 表示單一字元預留位置的萬用字元 — 請使用問號 (?) 來指示單一字元預留位置。
例如，
–

548??98

–

??82???

–

??81*

• 範圍 — 請使用逗號 (,) 來指示範圍 (不允許萬用字元)。例如，請指定
10000,19999 作為範圍。
(此範圍會評估從 10000 到 19999 的所有值，含開頭和結尾的兩個值在內。)
在此情況下，資料管理會考量從 10000 到 19999 的所有值，並包含開頭和結尾的
兩個值在內。
• 在...中對映 — 請使用逗號 (,) 來分隔項目 (不允許萬用字元)。您必須至少有三個項
目，否則對映會顯示介於對映。例如，請指定 10,20,30 作為「在...中」對映。
• 多維對映 — 使用 #MULTIDIM 以指示其多維對映。輸入 DIMENSION NAME=[VALUE]
以及值。「值」遵循的邏輯為「萬用字元」、「範圍」和「在...中」對映。在下列
範例中，搜尋條件為以 77 開頭以及 UD1 = 240 的所有科目。例如，#MULTIDIM
ACCOUNT=[77*] AND UD1=[240]。
b.

在來源描述中，輸入來源值的描述。

c.

在目標中，輸入目標維度值。

d.

在變更符號中，輸入 True 以變更 Account 維度的符號。輸入 False 以保持 Account
維度的符號。只有在對映 Account 維度時才會使用此設定。

e.

在規則名稱中，輸入當對映套用至特定資料規則名稱時的整合名稱。

備註：
如果您新增「明確」對映，規則名稱必須等於來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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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匯出。

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使用「選項」可定義處理期間的一般選項、匯入資料的篩選條件，以及載入目標應用程
式時如何處理資料的選項。
在一般選項區段中，指定要載入資料的「類別」，以及用來決定來源期間的「期間對
映」類型。如果是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您可以使用選項指定預設的資料夾和檔案名
稱。
在目標選項區段中，您可以選取特定方法來定義如何根據應用程式類型將資料載入到目
標、處理的批次大小、啟用鑽研區域建立和其他處理選項。
如果是直接整合，您可以指定篩選條件以從來源擷取資料。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和一般的分類帳應用程式篩選條件是以使用
維度和成員篩選條件的資料塊指定。如果是其他資料來源，您可以為每個篩選參數指定
來源篩選條件。

定義以檔案為基礎的選項
如果是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您可以指定用來儲存檔案的檔案名稱和收件匣資料夾。使
用檔案，您可以將資料載入至單一期間或多個期間。將資料載入到多個期間有幾個方
法。一個方法是使用一個有多欄的檔案，使用標頭記錄或期間對映都可以將每一欄對映
到期間。選項是為每個期間使用一個檔案。若要每個期間使用一個檔案，您可以使用特
定檔案名稱格式來識別期間。
與檔案相關聯的類別和期間設定值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值。這些設定值可能會限制編輯
選擇時可用的選項。
如需設定檔案型資料整合選項的相關資訊，請觀賞此教學課程影片：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設定檔案型資料整合選項及執行整合。
若要選取以檔案為基礎的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以檔案為基礎之整合右側的

2.

從檔案名稱中，選取來源系統檔案的名稱。

，然後選取選項。

在資料整合首頁中選取的檔案名稱預設在「檔案名稱」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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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供檔案名稱時，則必須在「執行整合」頁面中輸入單一期間的資料。
若要載入多個期間，請為每個期間建立檔案，並在檔案名稱附加期間名稱或期間索引鍵。
執行期間範圍的整合時，系統會為每個期間建構檔案名稱，並將其上傳至適當的 POV。
3.

在目錄中，指定檔案所在的資料夾。

4.

當您從檔案名稱尾碼將資料載入至多個期間時，可以選取期間名稱或期間索引鍵。
將會在檔案名稱附加尾碼，而且系統會在新增尾碼後，新增副檔名。如果您將檔案名稱保
留空白，則系統會尋找具有尾碼的檔案。如果有提供檔案名稱尾碼類型，則此時檔案名稱
為可選，而且不需要在「執行整合」頁面中輸入。
如果檔案名稱尾碼類型為期間索引鍵，檔案名稱中需要尾碼指標和期間日期格式 (作為尾
碼設定)，而且必須驗證為有效日期格式。
例如，指定：
a.

1_Jan-2018.txt

b.

1_Feb-2018.txt

c.

1_Mar-2018.txt

在此情況下，當您執行整合時，請在檔案名稱欄位中輸入 1_.txt，並選取期間名稱作為尾
碼指標。然後執行 1 月至 3 月期間的整合。
5.

在期間索引鍵日期格式中，使用 JAVA 日期格式 (SimpleDateFormat) 要附加至檔案名稱之
期間索引鍵的資料格式。

6.

從類別中，選取類別。
列出的類別是您在資料管理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實際」。請參閱定義類別對映。

7.

從立方體中，指定要載入資料的計畫類型

8.

按一下儲存。

定義直接整合選項
使用直接整合時，您可以指定直接整合的來源和目標系統特有的參數。例如，對於 Planning
來源系統，您可以選取立方體和期間對映類型。
若要選取直接整合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直接整合右側的

2.

從一般選項和類別中，選取類別。

，然後選取選項。

列出的類別是您在資料管理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實際」。請參閱定義類別對映。
3.

從立方體中，選取目標系統的計畫類型。
立方體是在資料管理中進行指派。您可以將自訂立方體登錄為不同的應用程式，可登錄的
自訂立方體應用程式數目不限。

備註：
在「取代」模式下執行整合到 ASO 立方體時，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則只
會執行「數值」資料載入。請務必使用完整名稱 (包括完整的階層) 指定成員名
稱。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就無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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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期間對映類型，選取期間的對映類型。
可用選項：
• 預設值 — 整合使用資料管理中定義的「期間索引鍵」和「前期索引鍵」，以決
定整合執行時對映至每個資料管理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
• 明確 — 整合使用資料管理中定義的明確期間對映，以決定對映至每個期間的來
源「總帳」期間。當期間不是以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定義時，「明確」期間對
映支援額外的「總帳」資料來源。

5.

從工作曆，選取來源系統工作曆。

6.

在整合選項 1-4 中，指定任意格式文字或值。
在商業規則中指定執行時間參數時，可以使用任何您在「整合選項 1-4」欄位中指
定的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商業規則。

7.

(僅 Planning)：在資料擷取選項中，選取要擷取的成員資料類型。
成員可視其標示為要計算的方式來擷取。針對標示為「已儲存」的成員，計算後的
資料值會與成員一起儲存在資料庫中。針對標記為「動態計算」的成員，成員的資
料值會在擷取時計算。
可用選項：
• 所有資料—針對密集與備用維度擷取儲存值和動態計算的值。
服務例項對服務例項資料同步不支援「所有資料擷取」選項，您無法在目標商
業程序中設定整合，也無法從遠端商業程序擷取資料。針對服務例項對服務例
項資料同步，請在擷取資料的來源環境中使用「所有資料」選項設定整合，然
後將資料發送至遠端目標系統。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客戶可以選取所有資料選項來擷取動態計算
值。此外，必須啟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的 CONTROL TODATE VIEW STORAGE 設定值，才能使用 Data Integration 擷取動態計算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控制迄今檢視選項。
• 儲存與動態計算的值—僅針對密集維度而不對備用維度擷取儲存值與動態計算
的值。
• 僅儲存的資料—僅擷取儲存的資料。此類型的擷取會排除動態計算的值。

備註：
如果您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啟用「密集期間」選項，
則必須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例項中設定要作為發送目標
的資料整合。您無法在服務例項中設定整合，並從遠端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例項提取。如需有關「密集期間」選項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管理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的將 Period 與
Movement 維度轉換為密集維度。這適用於所有資料擷取選項。
8.

(僅限 Planning)：在資料精確度中，指定顯示在要匯出之數字中的小數位數。
資料精確度指強調精確度 (準確度) 的數值資料。視資料值大小和小數位數而定，部
分數值欄位可能會以指數格式寫入，例如，678123e+008。當資料範圍從非常大的
值到非常小的值時，您應該考慮使用資料精確度。一般而言，輸出檔案越小則資料
值越精確。
此選項的預設值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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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僅限 Planning)：在小數資料中，指定要匯出的最大小數位數。
請指定一個介於 0 到 16 之間的值。如果未提供值，將會使用要匯出之資料的小數位數，
且最多 16 位數，或者由「資料精確度」選項決定的值 (如果已指定該值的話)。
此參數可強調清晰度；輸出資料為簡潔的文字格式。無論資料中的小數位數或多或少，都
會輸出指定的數字。請注意，資料可能喪失精確性，特別是資料範圍從非常大的值到非常
小的值並超出或低於小數點的情況。
預設為支援 16 位數值資料，其中包含小數位數。如果同時指定「資料精確度」選項和
「小數資料」選項，「資料精確度」選項會被忽略。

10. (僅是用於 General Ledger)：從包含調整期間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處理調整期間的選

項：

• 否 — 不處理調整期間。系統只會處理一般期間對映 (如同「預設」和「明確」對映的
設定)。否是處理調整的預設選項。
• 是 — 若選取是，則會包含一般期間和調整期間。若調整期間不存在，只會處理一般期
間。
• 是 (僅限調整) — 若選取是 (僅限調整)，系統只會處理調整期間。不過，若調整期間不
存在，系統會改為提取一般期間。
11. (Planning 和 Oracle General Ledger 僅限非管理員) 從取代非管理員載入方法中，選取將

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時，非管理員使用者的「取代」方法。
可用方法：
• 無—不執行取代。
• 僅數值資料—當載入方法為「僅數值資料」時執行取代。
• 所有載入方法—為所有載入方法執行取代。

12. 按一下儲存。

定義目標選項
整合來源應用程式與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選取支援您載入日期的選項，包括載入方法、日
期格式、批次和清除選項。
若要定義目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選取應用程式選項。

，然後選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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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選項

描述

載入方法

選取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的方法。
可用方法：
•

數值 — 僅載入數值資料。此方法不強制
Planning 資料安全性。
• 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型 — 此方
法要求您定義資料和動因維度，以及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唯一 ID。您要在
下方的「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
欄位和「自動增量行項目的動因維度」
欄位定義資料載入和動因維度。

•

批次大小

載入方法「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
類型」不支援「取代模式」。
具安全性的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數
值」、「文字」、「智慧型列示」、
「日期」資料類型。如果規劃管理員載
入資料，不會強制執行規劃資料安全
性。如果規劃非管理員使用者載入資
料，則會強制執行規劃資料安全性。規
劃非管理員使用者只能載入 500,000 個
儲存格的資料。

指定從檔案讀取至記憶體時的列數。
此參數主要用於效能。當資料載入時，此設
定值可決定要在快取中儲存的記錄數。例
如，指定 1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1,000 筆記錄。同樣的，指定 5000 時，系統
會在快取中儲存 5,000 筆記錄並確認。
由「伺服器記憶體」決定此設定值，並視需
要調整。

鑽研區域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啟用鑽研區域。
啟用此選項時，系統會建立可鑽研區域以使
用鑽研功能。
載入資料時，鑽研區域會載入至 Planning
資料。
系統會依案例建立鑽研區域。對於任一立方
體 (規劃立方體或規劃資料庫)，鑽研區域的
名稱為 FDMEE_<案例成員的名稱>。建立鑽
研區域時，系統會檢查維度是否可鑽研。
在資料載入中選取的已啟用維度成員，會包
含在鑽研區域篩選條件中。若未啟用任何維
度，預設會啟用 Scenario、Version、Year
和 Period 維度。您可啟用其他的維度，後續
的資料載入會考量新啟用維度的成員。若您
停用先前建立鑽研所使用的鑽研區域中包含
的任一維度，後續資料載入時不會刪除這類
維度的成員。如有需要，您可手動移除過時
的成員。

清除資料檔案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在檔案型資料載入成功
時，從應用程式 outbox 目錄中刪除資料檔
案。
點擊滑桿為開啟以刪除檔案，或點擊滑桿為
關閉以保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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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選項

描述

日期資料的日期格式

選取用於載入日期資料的格式。
根據您地區設定的地區設定設定值使用日期
格式。例如，在美國，使用 MM/DD/YY 格
式輸入日期。

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

選取符合您在規劃中指定之資料維度的資料
維度
此選項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
料。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
料。

自動增量行項目的動因維度

選取符合您在規劃中指定之動因維度的動因
維度
此設定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
料。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
料。

成員名稱可包含逗號

選取是，以在成員名稱包含逗號時載入資
料。

超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

選取摘要鑽研在超過 1,000 個子代時如何運
作。
可用選項：
• 忽略
• 限制
如果摘要鑽研中的子代數目大於 1,000，而超
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選項為忽
略，則系統會忽略篩選條件中的維度，並根
據其他維度的篩選條件來傳回已鑽研的資
料。最多可以忽略三個維度。
如果摘要鑽研中的子代數目大於 1,000，而超
過 1000 個子代時的摘要鑽研行為選項為限
制，則系統在傳回資料列時只會考慮維度的
前 1,000 個成員。

3.

從載入模式，選取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的方法。
可用方法：
• 數值 — 僅載入數值資料。此方法不強制 Planning 資料安全性。
• 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型 — 此方法要求您定義資料和動因維度，以及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唯一 ID。您要在下方的「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欄位和「自動增量
行項目的動因維度」欄位定義資料載入和動因維度。

備註：
載入方法「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型」不支援「取代模式」。
• 具有安全性的所有資料類型 — 載入數值、文字、智慧型列示、日期資料類型。如果規
劃管理員載入資料，不會強制執行規劃資料安全性。如果規劃非管理員使用者載入資
料，則會強制執行規劃資料安全性。規劃非管理員使用者只能載入 500,000 個儲存格
的資料。
4.

在批次大小中，指定從檔案至記憶體一次讀取的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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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參數主要用於效能。當資料載入時，此設定值可決定要在快取中儲存的記錄數。
例如，指定 1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1,000 筆記錄。同樣的，指定 5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5,000 筆記錄並確認。
由「伺服器記憶體」決定此設定值，並視需要調整。
5.

在鑽研區域中，點擊滑桿以啟用鑽研區域。
啟用此選項時，系統會建立可鑽研區域以使用鑽研功能。
載入資料時，鑽研區域會載入至 Planning 資料。
系統會依案例建立鑽研區域。對於任一立方體 (規劃立方體或規劃資料庫)，鑽研區
域的名稱為 FDMEE_<案例成員的名稱>。建立鑽研區域時，系統會檢查維度是否可
鑽研。
在資料載入中選取的已啟用維度成員，會包含在鑽研區域篩選條件中。若未啟用任
何維度，預設會啟用 Scenario、Version、Year 和 Period 維度。您可啟用其他的維
度，後續的資料載入會考量新啟用維度的成員。若您停用先前建立鑽研所使用的鑽
研區域中包含的任一維度，後續資料載入時不會刪除這類維度的成員。如有需要，
您可手動移除過時的成員。

6.

在清除資料檔案中，點選啟用滑桿，當以檔案為基礎的資料載入成功時，從應用程
式 outbox 目錄中刪除資料檔案。
點擊滑桿為開啟以刪除檔案，或點擊滑桿為關閉以保留檔案。

7.

在日期資料的日期格式中，選取用於載入日期資料的格式。
根據您地區設定的地區設定設定值使用日期格式。例如，在美國，使用 MM/DD/YY
格式輸入日期。

8.

從自動增量行項目的資料維度，選取與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之資料維度相符的資料
維度。
此選項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
量資料。

9.

從自動增量行項目的動因維度，選取與您在 Planning 中指定之動因維度相符的動因
維度。
此設定用於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量資料。請參閱使用 LINEITEM 標誌載入增
量資料。

10. 從成員名稱可包含逗號，選取是以便在成員名稱包含逗號時可載入資料。
11. 從工作流程模式中，選取資料工作流程模式。

可用的模式：
• 完整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
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出及檢查)，並可在工作台檢視資
料。
支援向下鑽研。
• 完整不封存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出及檢查)。可以在工作台檢視資
料，但只有在完成匯入步驟之後才可以。在工作流程程序結束時，會從
TDATASEG 中刪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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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援向下鑽研。
• 簡易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理，然後直接從 TDATASEG_T 表格匯
出。
所有資料載入同時包括匯入及匯出步驟。
資料未驗證，任何未對映的資料導致載入失敗。
對映未封存在 TDATAMAPSEG 中。
無法在工作台檢視資料。
不支援向下鑽研。
簡易工作流程模式是預設模式。
12. 從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中，選取以啟用管理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

在管理使用者載入資料時啟用資料驗證。在此情況下，載入資料時會強制驗證資料輸入表
單中所有的資料。因為加強驗證功能，所以資料載入的效能會降低。
如果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設定為否 (預設值)，管理員會使用「大綱載入公用
程式」(OLU) 執行資料載入。此時效能會比較快，但是您無法取得列因為任何原因而被忽
略的詳細錯誤報表。
如果此選項設為是，則會以相同方式為管理員和非管理員的資料載入驗證資料。進行的驗
證包括：安全性檢查、交集驗證、唯讀儲存格、動態計算儲存格等等。
此外，也可以取得任何被拒絕或被忽略之資料列的詳細錯誤清單，不需要額外的 Planning
權限。不過，即使是管理員，效能也會比較慢。
13. 從顯示驗證失敗訊息中，建立一個輸出檔案，以顯示載入資料時遭拒絕的資料儲存格、交

集和拒絕原因。

報告的拒絕數目上限為 100。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輸出連結，下載資
料驗證報表。Outbox 資料夾中會額外儲存一份錯誤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程序詳細資料
14. (Planning 和 Oracle General Ledger 僅限非管理員) 從取代非管理員載入方法中，選取將

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時，非管理員使用者的「取代」方法。

可用方法：
• 無—不執行取代。
• 僅數值資料—當載入方法為「僅數值資料」時執行取代。
• 所有載入方法—為所有載入方法執行取代。

備註：
在「取代」模式下執行整合到 ASO 立方體時，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則只
會執行「數值」資料載入。請務必使用完整名稱 (包括完整的階層) 指定成員名
稱。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就無法運作。
15. 在來自智慧型檢視的鑽研檢視中，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鑽研報表中顯示自訂屬

性維度成員名稱時，從「工作台」指定自訂欄檢視。

定義自訂檢視時，您可以按一下智慧型檢視中的鑽研儲存格，然後選取「開啟為新的工作
表」，而且會根據「工作台」中所定義的檢視來開啟鑽研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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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上定義檢視，則會使用預設檢視，這表示屬性
維度未在智慧型檢視中顯示自訂成員名稱。
如需定義自訂檢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工作台中定義自訂檢視。
16. 按一下儲存。

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
您可以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從檔案型來源或直接整合來源中擷取資料，然後將資料
發送至純文字檔，而不是將它載入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
當您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時，請在資料管理中以所需的維度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
然後在資料整合中選取自訂檔案的目標選項。
資料整合不會將資料匯入至目標應用程式，而是產生可使用自訂程序載入至外部系統的
資料檔案。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資料以下列預先定義的順序寫入至檔案：科目、實體、UD1、UD2 ... UD20、
AMOUNT。
• 您建立自訂應用程式定義時所指定的順序將用來排序維度以進行對映處理。如果您
的指令碼具有處理相依性順序，請注意順序。
• 成員對映 - 不會針對自訂應用程式來驗證目標值。
• 執行整合 - 不驗證 POV 類別。
• 整合執行 - 啟用匯出資料檔案的選項後，資料管理會建立一個輸出資料檔案。資料
檔案的名稱為 Target App Name Process ID.dat，並將其寫入至 APPL ROOT
FOLDER/outbox 目錄。該資料檔案可從「程序詳細資料」頁面的 OUTPUT 檔欄存
取。
• 「檢查規則」可以從自訂目標應用程式建立。檢查規則不能夠以目標值為基礎。
• 自訂目標應用程式不適用寫回。
若要將資料載入至自訂目標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管理中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
如需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

2.

啟動資料整合，並建立或編輯檔案型來源或直接整合來源和自訂目標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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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建立或編輯整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整合。
3.

選擇性：如有必要，可對映維度和對映成員。
如需對映維度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對映維度。如需對映成員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對映成
員。

4.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5.

選擇性：如有必要，請完成任何一般選項

，然後選取選項。

如需檔案型選項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定義以檔案為基礎的選項。如需直接整合選項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定義直接整合選項。
6.

從目標的允許匯出至檔案中，選取是，讓 Data Management 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的輸
出資料檔案。
伺服器上 outbox 資料夾中將會建立具有下列名稱格式的檔案：
<LOCATION>_<SEQUENCE>.dat。例如，如果位置命名為 Texas 且下一個順序為 16，
則檔案名稱為 Texas_15.dat。檔案是在工作流程處理的匯出步驟期間建立。當允許匯出至
檔案選項設定為否時，「匯出至目標」選項在執行視窗中將無法使用。

7.

在檔案字元設定中，選取檔案字元設定。
檔案字元設定可決定將位元對映至字元的方法，以建立、儲存和顯示文字。每個編碼都有
一個名稱；例如 UTF-8。在編碼中，每個字元都會對映至特定的位元組合；例如，在
UTF-8 中，大寫 A 會對映至 HEX41。

8.

在欄分隔符號中，選取在輸出檔案中用來分隔欄的字元。
可用的欄分隔符號如下：
• ,
• |
• !
• ;
• :

9.

在要下載的檔案名稱中，輸入要複製的檔案名稱。
您接著可以使用 EPM Automate 來下載檔案。「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可讓「服務管
理員」以遠端方式執行 Planning 任務。

10.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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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匯出目標應用程式選項
定義資料匯出至檔案應用程式的目標應用程式時，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選項

描述

下載檔案名稱

輸入輸出檔案的名稱。
您可以使用 EPM Automate 來下載輸出檔案。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可讓「服務管理
員」從遠端執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任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出與下載中繼資料及
資料。

欄分隔

選取在輸出檔案中用來分隔欄的字元。
可用的欄分隔符號如下：
• ,
• |
• !
• ;
• :
預設分隔符號為逗點 (,)。

檔案字元集

指定檔案字元集。
檔案字元設定可決定將位元對映至字元的方
法，以建立、儲存和顯示文字。每個編碼都有
一個名稱；例如 UTF-8。
UTF-8 是預設檔案字元集。

行尾字元

選取與行尾 (EOL) 字元相關聯的伺服器作業系
統。
有效的選項包括
• Windows
• Linux
EOL 指出行尾。有些文字編輯器 (如「記事
本」) 不能正確顯示使用 Linux EOL 的檔案。
如果是 EPM Cloud，資料整合會使用 Linux
EOL 字元作為預設值。
當客戶在 Windows 中檢視匯出的檔案時，
EOL 會顯示在單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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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描述

包括標頭

決定是否在輸出檔案中包括/排除標頭記錄。
選取是，表示要在標頭記錄中包括維度名稱。
預設值為是。
選取否，表示要排除標頭記錄。

匯出屬性欄

如果您有一些靜態值要包括在匯出中或檔案
中，請包括屬性欄。如果您沒有對映來源值的
需求，您也可以使用屬性欄。此設定會把定義
資料載入對映的需求減至最小。
選取是，以包括屬性欄。
選取否，以排除屬性欄。

累計資料

在匯出之前彙總科目資料，並依一欄或多欄將
結果分組。
選取是，以便依一欄或多欄將結果分組。
選取否，表示不依一欄或多欄將結果分組。
預設值為是。

排序資料

決定是否根據欄順序來排序資料。
選取是，以包括欄。
選取否，以排除欄。

旋轉維度

旋轉會變更匯出檔案中資料的方向，讓您能夠
聚總結果，並將列旋轉為欄。當您旋轉列和欄
時，系統會將所選取的維度移至相反軸上最外
面的列或欄。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從匯出檔案中指定一個維
度名稱。
僅適用於數字匯入格式。非數字匯入格式類型
不支援此選項。
指定 Pivot 維度時，「累計資料」會強制設為
「是」。
Pivot 維度中所含值的樞紐欄在 SQL Insert 陳
述式中必須以 ~~ 括住。
只有使用自訂 SQL Insert 陳述式時，樞紐功能
才有作用。
當資料匯出應用程式包含 ACCOUNT、PERIOD
及 AMOUNT 維度名稱時，藉由將 PERIOD 指
定為樞紐維度，可將所有包含在 PERIOD 維度
中的期間樞紐分析至 1 月、2 月、3 月等等的個
別欄。
例如，SQL INSERT 陳述式是：
INSERT INTO TABLE
(ACCOUNT,JAN,FEB,MAR,……,DEC)
VALUES
(~ACCOUNT~,~Jan~,~Feb~,~Mar~,,,,,,,,~Dec~)

定義 Oracle General Ledger 目標選項
整合來源應用程式與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選取支援您載入日期的選項，包括載入方法、日
期格式、批次和清除選項。
若要定義目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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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選項。

2.

依序從目標選項和清除資料檔案中，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在檔案型資料載入成功
時，從應用程式 outbox 目錄中刪除資料檔案。
點擊滑桿為開啟以刪除檔案，或點擊滑桿為關閉以保留檔案。

3.

在餘額類型中，選取您要載入資料的餘額類型。
可用的餘額類型：
• 實際
• 預算

4.

從日記帳來源中，輸入符合 Oracle ERP Cloud 中定義之日記帳來源的日記帳來源
描述。

5.

從日記帳類別中，輸入符合 Oracle ERP Cloud 中日記帳類別之日記帳類別的描
述。

6.

按一下儲存。

定義 Budgetary Control 應用程式的目標選項
將來源應用程式與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應用程式整合時，您可以選取如何載入資料
的選項。
若要定義目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Budgetary Control 整合右側的

2.

選取應用程式選項。

，然後選取選項。

目標選項

描述

清除資料檔案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在檔案型資料載入成功
時，從應用程式 outbox 目錄中刪除資料檔
案。
點擊滑桿為開啟以刪除檔案，或點擊滑桿為
關閉以保留檔案。

預算類型

選取預算類型。
可用選項：
•
•

實際
預算

日記帳來源

輸入符合 Oracle ERP Cloud 中日記帳來源之
日記帳來源的描述。

日記帳類別

輸入符合 Oracle ERP Cloud 中日記帳類別之
日記帳類別的描述。

來源預算類型

根據控制預算目標應用程式中的來源預算名
稱選取預算類型。
可用選項：
•
•

3.

EPM Financials 模組
Hyperion Planning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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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
將日記帳分錄或資料載入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控制
所載入資料的許多層面，例如日記帳資訊層級：
若要定義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應用程式目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具有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標應用程式的整合
右側的

2.

，然後選取選項。

從選項中，選取目標選項，並選取目標應用程式設定值，然後按一下儲存。
下表顯示可用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目標應用程式選項。

表格 7-4

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和描述

選項

描述

載入類型

選取要發送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應用程式的載入類型。
可用選項：
•
•

日記帳狀態

資料—僅載入數值資料。這是預設載入選項。
日記帳—載入日記帳。

日記帳狀態表示日記帳的目前狀態。當您建立、提
交、核准、拒絕或記入日記帳時，日記帳的狀態將
變更。
可用選項：
•

處理中 — 已建立日記帳。日記帳已儲存，但
可能未完成。例如，可能需要新增更多行項
目。
• 已記入 — 日記帳調整已記入到資料庫。

日記帳類型

選取要載入的日記帳類型。
可用選項：
•

自動回轉 — 載入自動回轉日記帳，其中包含
需要在下一期回轉的調整。亦即，日記帳會在
下一期回轉借項和貸項來記入。
• 一般 - 使用「取代」模式載入日記帳，即在載
入新的日記帳資料前，先清除日記帳標籤的所
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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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4

(續) 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和描述

選項

描述

日記帳記入為

選取用於記入日記帳分錄的方法：
可用選項：
迄今日記帳—「迄今日記帳」日記帳分錄能夠
從某個期間結轉至另一個期間，而且是從日記
帳分錄的第一個例項開始，包括跨任何中間年
末的結轉。「日記帳累計」分錄與「年累計」
分錄之間的唯一差異，就是在每年的第一個期
間，來自上一個年度最後一個期間之「日記帳
累計」分錄的資料會遭到回轉。對於「年累
計」分錄，在任何年度的第一個期間都不會發
生回轉的情況。
• 定期—當您選取「檢視」成員 FCCS_Periodic
時，且當日記帳分錄已記入時，系統會彙總已
輸入明細行的資料，並根據明細行 POV 記入
Consol 立方體。來自某個已記入日記帳分錄的
資料，並不會覆寫從其他已記入日記帳分錄所
寫入的資料。
• 迄今年度—當您選取「檢視」成員
FCCS_YTD_Input 時，您可以在明細行借方/貸
方欄位輸入迄今年度金額。「年累計」日記帳
分錄必須包含所有明細行上的年累計分錄。
•

記入「迄今年度」日記帳分錄之後，系統會計
算出對於跨分錄之 POV 的適當定期影響，然
後與來自已記入「定期」日記帳分錄的所有累
積一起累積。在任何年度的第一個期間中，迄
今年度「檢視」資料會與「定期」資料相同。
在任何年度的第一個期間中，年累計「檢視」
資料與「定期」資料是相同的。
在後續的期間中，記入每個唯一 POV 之「定
期檢視」成員的定期計算資料，等於在目前期
間跨所有「年累計」日記帳分錄中所累積的年
累計分錄，減去在上一個期間跨所有「年累
計」日記帳分錄所累積的年累計分錄。
建立鑽研區域

點選以開啟滑桿，以啟用鑽研區域。
啟用此選項時，系統會建立可鑽研區域以使用鑽研
功能。
載入資料時，會將鑽研區域載入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資料。
系統會依案例建立鑽研區域。對於任一立方體 (規
劃立方體或規劃資料庫)，鑽研區域的名稱為
FDMEE_<案例成員的名稱>。建立鑽研區域時，系
統會檢查維度是否可鑽研。
在資料載入中選取的已啟用維度成員，會包含在鑽
研區域篩選條件中。若未啟用任何維度，預設會啟
用 Scenario、Version、Year 和 Period 維度。您
可啟用其他的維度，後續的資料載入會考量新啟用
維度的成員。若您停用先前建立鑽研所使用的鑽研
區域中包含的任一維度，後續資料載入時不會刪除
這類維度的成員。如有需要，您可手動移除過時的
成員。

啟用零載入

選取是，可在多重期間載入時載入 0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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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4

(續) 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和描述

選項

描述

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

在管理使用者載入資料時啟用資料驗證。在此情況
下，載入資料時會強制驗證資料輸入表單中所有的
資料。因為加強驗證功能，所以資料載入的效能會
降低。
如果「啟用 Admin 使用者的資料安全性」設定為
否 (預設值)，管理員會使用「大綱載入公用程式」
(OLU) 執行資料載入。此時效能較快，但是您無法
取得資料列因任何原因而被忽略的詳細錯誤報告。
如果此選項設為是，則會以相同方式為管理員和非
管理員的資料載入驗證資料。進行的驗證包括：安
全性檢查、交集驗證、唯讀儲存格、動態計算儲存
格等等。
此外，也可以取得任何被拒絕或被忽略之資料列的
詳細錯誤清單，不需要額外的 Planning 權限。不
過，即使是管理員，效能也會比較慢。

啟用從摘要鑽研

選取是，以從規劃資料表單或報表中的摘要成員向
下鑽研，並檢視組成該數字的詳細來源資料。
啟用此選項並在「建立鑽研區域」選項設為是的情
況下載入資料後，「鑽研」圖示便會在摘要層級啟
用。維度的鑽研限制為 1000 個子代成員。

備註：
摘要層級向下鑽研不
適用於 Scenario、
Year 和 Period 維
度。對於這些維度，
您必須在分葉成員上
執行鑽研。
摘要鑽研僅適用於本
機服務例項。跨服務
例項或混合部署之間
無法使用。

移動

指定移動維度，表示透過階層與系統計算使用的自
動現金流報告維度。
依預設，系統提供 Movement 維度中的成員以維
護各種類型的現金流資料，以及 FX 到 CTA 計算。
如果沒有移動，則指定為 FCCS_No Movement。
否則，請選取所需的移動成員。
移動維度成員的範例：
•
•
•
•

FCCS_No Movement
FCCS_Movements
FCCS_OpeningBalance
FCCS_Closing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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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4

(續) 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和描述

選項

描述

多重 GAAP

在本機 GAAP 和 IFRS 或其他 GAAP 中，指定用於
報告您的財務報表的多重 GAAP 維度。
此維度會追蹤本機 GAAP 資料輸入以及任何 GAAP
調整。

資料來源

指定資料來源維度。
預設值為「FCCS_Managed Source」。

清除資料檔案

以檔案為基礎的資料成功載入至 Essbase 後，指定
是否從應用程式 outbox 目錄刪除資料檔案。選取
是以刪除檔案，或選取否以保留檔案。

成員名稱可包含逗號

若成員名稱包含逗號，而且您要將資料載入下列其
中一項服務，請將此選項設為是，然後再載入資
料：
• Planning 模組
• Planning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Tax Reporting

工作流程

選取資料工作流程方法。
可用選項：
•

完整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
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出
及檢查)，並可在工作台檢視資料。
支援向下鑽研。

•

完整工作流程模式是預設模式。
完整不封存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
行處理，然後複製到 TDATASEG 表格中。
支援所有四個工作台程序 (匯入、驗證、匯出
及檢查)。可以在工作台檢視資料，但只有在完
成匯入步驟之後才可以。在工作流程程序結束
時，會從 TDATASEG 中刪除資料。

•

不支援向下鑽研。
簡易 - 資料在 TDATASEG_T 表格中進行處
理，然後直接從 TDATASEG_T 表格匯出。
所有資料載入同時包括匯入及匯出步驟。
資料未驗證，任何未對映的資料導致載入失
敗。
對映未封存在 TDATAMAPSEG 中。
無法在工作台檢視資料。
不支援向下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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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4

(續) 財務整合與關帳的應用程式選項和描述

選項

描述

智慧型檢視中的鑽研檢視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鑽研報表中顯示
自訂屬性維度成員名稱時，從「工作台」指定自訂
欄檢視。
在資料整合的「工作台」選項中，建立和定義自訂
檢視。在「鑽研檢視」的「智慧型檢視」欄位中先
定義後指定自訂檢視時，您可以按一下智慧型檢視
中的鑽研儲存格，然後選取「開啟為新的工作
表」，而且會根據「工作台」中所定義的檢視來開
啟鑽研報表。
如果未在「應用程式選項」頁面上定義檢視，則會
使用預設檢視，這表示屬性維度未在智慧型檢視中
顯示自訂成員名稱。
如需定義自訂檢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工作台中
定義自訂檢視。

定義篩選條件
篩選條件可以讓您限定來源系統的結果。例如，當您指定 Planning 來源系統的篩選條件時，
請選取維度，然後輸入每個維度的篩選準則。

定義 Planning 篩選條件
您可以定義篩選選項，指定要從您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擷取的資料子集。
若要新增 Planning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Planning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3.

按一下

，然後選取選項。

。

您可以選擇性地只需要選取已指派給篩選條件的另一個維度，然後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指
派另一個維度，或者只是變更篩選條件。

4.

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指定要新增作為篩選條件之維度的名稱。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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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Oracle NetSuite 篩選條件
定義於「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中的搜尋準則，會自動登錄為應用程式篩
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編輯篩選條件。例如，您可以指派預設值或對使用者隱藏篩選條
件。
您可以將篩選條件套用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結果，如此即可只傳回
符合所選條件的記錄。您可以選取單一篩選條件或多個篩選條件，此外，還可指定明確
的值。
定義於「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中的搜尋準則，會自動登錄為應用程式篩
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編輯篩選條件。例如，您可以指派預設值或對使用者隱藏篩選條
件。
若要套用 NSPB Sync SuiteApp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Oracle NetSuite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3.

選取篩選條件的名稱。

，然後選取選項。

可用的篩選條件如下：
• 記入期間

備註：
如果您需要依特定期間來載入資料 (例如，依特定月份)，請使用包含
期間 ID 的 NSPB Sync SuiteApp 記入期間篩選條件。期間 ID 是在記
入期間篩選條件中建立，並由「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
傳回以用於篩選資料。
Oracle NetSuite 提供幾種日期篩選條件：具名的期間 (例如，上一會
計年度)、以特定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定義的自訂日期範圍，以及使用
從某個天數、週數、月數、季度數、年數之前開始或者現在算起到相
同單位的結束數目來定義的相對日期範圍。請參閱 NetSuite 的「搜尋
指引」來取得設定篩選條件的詳細資訊。
• 主要行
• 記入
4.

從條件下拉清單中，選取適用的條件。
依據篩選條件的適用條件乃衍生自「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

5.

從值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套用篩選條件的值。

6.

按一下儲存。

定義 Oracle General Ledger 篩選條件
對於用於從 Oracle General Ledger 匯入資料的資料整合，可使用篩選條件來限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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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合時，系統會自動定義篩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修改篩選條件，但無法予以刪除。(如果
刪除篩選條件，系統會重新建立預設值。)
Oracle General Ledger 維度

篩選

案例

實際

餘額

期末餘額

金額類型

YTD

幣別類型

總計

所有其他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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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新增 Oracle General Ledger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Oracle General Ledger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3.

按一下

，然後選取選項。

。

您可以選擇性地只需要選取已指派給篩選條件的另一個維度，然後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選
取另一個維度，或者只是變更篩選條件。

4.

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指定要新增作為篩選條件之維度的名稱。

5.

在篩選條件中，指定篩選條件。

6.

按一下儲存。

定義 Budgetary Control 篩選條件
建立來自 Budgetary Control 資料來源的整合時，會自動定義篩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修改篩
選條件，但無法予以刪除。(如果刪除篩選條件，會重新建立預設值。)
對於用於從 Budgetary Control 匯入資料的資料整合，可使用篩選條件來限制結果。
建立來自 Budgetary Control 資料來源的整合時，會自動定義篩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修改篩
選條件，但無法予以刪除。(如果刪除篩選條件，會重新建立預設值。)
使用 Budgetary Control 資料載入篩選條件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控制預算 — 新增此維度，然後選取要從中載入消耗餘額的控制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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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類型預算控制維度 — 選取 "PTD" 會假設要從 Budgetary Control 載入的行項目
通常是科目的損益表類型。
• 餘額金額預算控制維度—依據您要載入到 Oracle Hyperion Planning 應用程式之消
耗金額類型的業務需求，請選取任一餘額金額，例如「預留預算」、「債務款
項」、「其他預期支出」和「支出」。
• 對於其他預算控制維度，請從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要載入資料的適當目標層級選取
成員。
若要新增 Budgetary Control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Budgetary Control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頁籤。

3.

按一下

，然後選取選項。

。

您可以選擇性地只需要選取已指派給篩選條件的另一個維度，然後從維度名稱下拉
清單指派另一個維度，或者只是變更篩選條件。
4.

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中，指定要新增為篩選條件的維度名稱。

5.

在篩選條件中，指定篩選條件。

6.

按一下儲存。

定義 Oracle HCM Cloud 篩選條件
與資料來源相關聯的任何 Oracle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Cloud 來源篩選條件，都
是在整合期間自動建立的。您可以在「編輯整合」頁面上選取任一特定準則，以篩選結
果。
對於用於將資料從 Oracle HCM Cloud 匯入 Planning 模組 或 Workforce 的整合，可使
用篩選條件來限制結果。
與資料來源相關聯的任何來源篩選條件，都是在整合期間自動建立的。您可以在「編輯
整合」頁面上選取任一特定準則，以篩選結果。
視 Oracle HCM Cloud 中繼資料類別而定，系統會自動植入下列來源篩選條件：
• 生效日期 — 選取樹狀結構開始生效的日期。
• 立法資料群組 — 立法資料群組是一種分割薪資和相關資料的方法。企業具有營運活
動的每個國家/地區至少都需要一個立法資料群組。每個立法資料群組和一或多個薪
資法定單元關聯。
• 樹狀結構代碼 — Oracle HCM Cloud 中的階層的樹狀結構代碼 (針對具有階層的物
件，例如：組織、職位)
• 樹狀結構版本 — Oracle HCM Cloud 中的階層的樹狀結構版本
• 僅變更 — 控制擷取模式。有效選項為 N 或 Y。
下表描述各種擷取模式及其查詢值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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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查詢值

描述

N

所有屬性

在擷取中包含所有資料。將會執
行完整擷取，並產生該時間點的
完整資料輸出。封存資料將作為
底線。

Y

已變更的屬性

透過比較底線 (以識別增量的資
料) 來比較這個擷取執行和之前
的擷取執行，並僅顯示已經變更
的資料。

若要編輯 Oracle HCM Cloud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Oracle HCM Cloud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3.

選取要編輯之篩選條件的名稱。

4.

在值中，指定篩選條件。

5.

按一下儲存。

，然後選取選項。

定義清除區
在您以「取代」模式將資料載入到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之前，資料整合中的「清除區」選
項可讓您選取要清除的資料切片。此外，將預算載入到 Oracle General Ledger 時，您可以在
載入新預算之前選擇性清除先前的預算。此功能只能在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20C 或更高版
本中使用。
您可以指定維度的成員選擇準則 (例如靜態成員清單、成員函數選擇，以及衍生自資料的成員)
來定義清除區。系統預設會根據資料載入中包括的 Entity、Scenario、Version、Year 和
Period 值，定義預設的清除指令碼。如果是 Oracle Financials Cloud，您就不法指定成員函
數。您可以選取父項成員，系統會為所有最低層級的子項自動清除資料。執行整合或資料載入
規則後，清除區定義的維度組合會在載入資料前清除。
如果是 Planning，Period、Year 和 Scenario 維度會根據資料自動衍生，因此您不必為這些維
度指定任何篩選條件。如果您為這些維度指定成員，則會忽略。
如果是 Oracle General Ledger，Ledger、Scenario 和 Accounting Period 維度會根據資料自
動衍生，因此您不必為這些維度指定任何篩選條件。如果您為這些維度指定成員，則會忽略。

備註：
「應用程式選項」中的取代非管理員設定，會決定非管理員使用者可使用的取代方
法。這些方法包含：無、僅數值資料，以及全部載入。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直
接整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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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Tax Reporting、Account Reconciliation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這類商業程序沒有「清除區」功能。

備註：
在「取代」模式下執行整合到 ASO 立方體時，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則
只會執行「數值」資料載入。請務必使用完整名稱 (包括完整的階層) 指定成
員名稱。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就無法運作。
若要定義清除區，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Planning 應用程式右側的

2.

在選項頁面中，按一下清除區頁籤。

3.

從維度名稱，按一下

新增一個要新增清除區的維度。

您也可以按一下維度右側的
4.

，然後選取選項。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維度。

選取清除區域的方法。
若要根據可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的資料建立成員清單來清除區域，請移至步驟 5。
若要選取成員來清除區域，例如依收入的子代，請移至步驟 6。

5.

選取維度，按一下衍生自資料清除所選維度的資料，然後根據可匯出至目標的資料
建立成員清單。
如果選取衍生自資料方法來清除區域，請不要在篩選條件欄位中指定任何篩選條
件。
當您想要清除發布資料目標的「公司」或「成本中心」的資料，但是不想要變更每
次執行的值時，這個選項就很有用。

6.

若要根據篩選條件清除資料或使用成員選取器，請在篩選條件欄位中指定篩選條件
或成員選取器。

備註：
General Ledger 無法使用函數。您可以選取父項成員，系統會清除所有子
項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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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要檢視清除區域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在執行資料載入規則整合之後，前往工作的「程序
詳細資料」並開啟日誌。

使用商業規則
商業規則可讓您在將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時啟動和管理更準確的規則。此功能讓您
可以在沒有程式設計師的協助而且不使用 EPM Automate 這類其他工具的情況下叫用規則邏
輯。您可以執行「僅數值資料」和「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的商業規則。此外，您還可以執
行個別商業規則或規則集。規則集可讓您結合多個要同時或循序執行的規則。
商業規則範例包括：
• 在資料載入之前清除資料
• 執行計算
• 聚總資料
• 將資料複製至立方體的一個切面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或整合層級登錄商業規則。針對所有將資料載入至應用程式的整合，可以執
行在應用程式層級登錄的「商業規則」。在整合層級，您可以在「選項」頁籤上登錄要針對所
選取整合執行的商業規則。
若要開始使用商業規則，您可以前往「應用程式」中的新「商業規則」頁面，然後在「獨立」
或「內嵌」模式登錄商業規則。
使用「獨立」模式，登錄可回應資料整合工作流程中系統事件而執行的規則。登錄包括系統
「事件」、規則或規則集名稱、任何執行時期參數，以及執行順序。
「內嵌」模式用來登錄在資料載入程序之後執行的商業規則。此模式會內嵌為資料載入程序的
一部分，並且提供對所載入資料交集的存取權。只有在使用「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時，才
能使用此模式。內嵌規則不是由「事件」所觸發，而且不支援執行時期參數。
您可以執行可執行計算指令碼的商業規則。如需使用計算指令碼來設計和建立商業規則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設計商業規則。
您可以執行可執行 Groovy 指令碼的商業規則。如需使用 Groovy 指令碼來設計和建立商業規
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Groovy 商業規則。

以獨立模式登錄商業規則
以獨立模式登錄商業規則，來執行可回應系統事件的規則。
若要以獨立模式登錄商業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若要登錄所有載入至應用程式的整合的商業規則，請按一下應用程式頁面中應用程式右側
的

，然後選取商業規則。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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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登錄指定整合的商業規則，請從一般頁面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項，然後從編輯整合頁面中，選取商業規則頁籤。

選取選

備註：
如果指定的「事件」具有已在整合和應用程式層級登錄的商業規則，則只
會登錄整合層級上的商業規則。
2.

從商業規則頁面中，按一下獨立模式。

3.

• 擷取之前
• 匯入之前
• 匯入之後
• 載入之前
• 載入之後
• 檢查之前
• 檢查之後
如需可用來在資料整合中觸發商業規則之系統事件的描述，請參閱支援的商業規則
事件。

4.

從類型中，選取要執行的商業規則是個別規則，還是屬於任何所指定「事件」的規
則集。
可用的類型：
• 規則—識別可針對任何所指定「事件」執行的特定商業規則。
• 規則集—識別屬於規則集的商業規則。一組要執行的規則中包含多個規則時，
規則集可提供執行單位。在規則集中，會套用規則優先順序，以指定規則集中
規則的啟動順序。根據您的邏輯需求，使用規則集來循序或同時啟動規則。

5.

從名稱中，選取要執行的商業規則。
此欄位中可用的商業規則會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預先建置，然後在將資料載
入至 Planning 目標應用程式時，設為供資料整合使用。
如果在 Planning 中變更商業規則名稱，則不會在資料整合中自動重新命名新的商業
規則名稱，這不會驗證商業規則名稱和邏輯。

6.

在執行時間提示中，按一下

以新增或編輯任何執行時間提示。

如需使用執行時間提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執行時間提示新增至商業規則。
7.

在順序中，指定有多個規則或規則集已與單一事件相關聯時的規則執行順序。
因為可以針對一個事件執行多個指令碼，所以此順序值提供每個商業規則的數值執
行順序。您可以輸入任何數字，但該數字在事件中必須是唯一的。

支援的商業規則事件
下列系統事件適用於以獨立模式觸發商業規則。系統事件儲存在 bin/scripts/event 資
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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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描述

擷取之前

此事件會在從來源應用程式擷取資料之前觸發。例
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來執行計算 (例如聚總資料
或將資料從 BSO 立方體複製到 ASO 立方體)，請在
擷取資料之前使用「擷取之前」事件以進行資料同
步或資料匯出。

匯入之前

此事件會在將資料匯入至臨時資料表之前觸發。例
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來執行商業規則，以產生資
料檔案進行處理。

匯入之後

此事件會在將資料匯入至臨時資料表之後觸發。

載入之前

此事件會在將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之前
觸發。例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來執行自訂清除指
令碼，以在載入新資料之前清除資料。

載入之後

此事件會在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之
後觸發。例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以在載入資料
之後執行任何計算。

檢查之前

檢查規則之前呼叫。

檢查之後

此事件是在「檢查」步驟之後呼叫，而且是最終事
件。例如，您可以使用此事件來觸發將資料複製至
另一個版本的商業規則，或觸發另一個商業規則來
執行其他下游任務。

將執行時間提示新增至商業規則
您可以在部署商業規則時輸入或編輯執行時間提示變數的值。執行時間提示可讓您識別和定義
規則中所使用值的清單來參數化規則。如果商業規則包括執行時間提示，則使用者會在啟動商
業規則之前輸入必要資訊。商業規則可以提示使用者這類變數為成員、文字、日期或數字。提
示應具體且告訴使用者預計的資料類型。例如，您可以新增執行時間提示，讓使用者可以在執
行規則時選取特定「實體」。
您可以從預先定義的值清單中選取執行時間提示值 (例如「POV 期間」)。
您也可以指定自訂參數，在此情況下，您可以明確地陳述變數，或輸入任何 Essbase 篩選語
法。
此外，您可以參照「選項」頁面的「整合選項 1-4」欄位中所儲存的值，來驅動計算邏輯。

備註：
資料整合未驗證執行時間提示。
若要新增商業規則的執行時間提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商業規則頁面中，按一下獨立。

2.

按一下

3.

選取要在其中新增執行時間提示的商業規則。

4.

在執行時間提示中，按一下

。

以新增或編輯任何執行時間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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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執行時間提示頁面中，按一下

。

6.

在名稱中，鍵入商業規則中所定義的執行時間提示名稱 (在 Planning 中)。
例如，鍵入 Entity 作為執行時間提示名稱。
LOV (值清單) 目前無法使用。

7.

從值類型中，選取執行時間提示的預期值類型：
用來根據下列各項來建構執行時間提示的可用值類型：
• 自訂—自訂值欄位中指定的自訂參數。您也可以根據 Essbase 篩選語法來使用
自訂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Essbase 計算指令碼。
• POV 期間—根據整合執行所在的「期間」的預先定義「POV 期間」值
• POV 年度—根據整合執行所在的「期間」的預先定義「POV 年度」值
• POV 類別—根據整合 (資料規則) 定義中的「POV 類別」的預先定義「案例」
值。
• 所有資料載入實體—來自資料載入的實體清單
• 所有資料載入帳戶—來自資料載入的帳戶清單
• 整合選項 1 - 4—儲存至「一般選項」的「整合選項 1 - 4」欄位中的任何任意格
式文字或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直接整合選項。

備註：
預設會針對整合中指定的「目標計畫類型」執行商業規則。如果您要執行
不同「計畫類型」的商業規則，則請指定名稱為「計畫類型」的執行時間
提示，並指定「自訂值類型」，然後提供所需「計畫類型」的名稱作為自
訂值。
下列範例顯示如何指定與「清除資料」商業規則整合相關聯的預設「計畫
類型」以外的「計畫類型」。

8.

如果您已選取執行時間提示的自訂值類型，則請在自訂值欄位中指定實際值。

9.

按一下確定。
在此範例中，已定義針對「實體」提示的「清除資料」商業規則的自訂執行時間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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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程序詳細資料」中檢視商業規則的詳細資料。

以內嵌模式登錄商業規則
「內嵌」模式用來登錄在資料載入程序之後執行的商業規則。此模式會內嵌為資料載入程序的
一部分，並且提供對所載入資料交集的存取權。只有在使用「所有資料類型」載入方法時，才
能使用此模式。內嵌規則不是由「事件」所觸發，而且不支援執行時期參數。
若要以內嵌模式登錄商業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若要登錄所有載入至應用程式的整合的商業規則，請按一下應用程式頁面中應用程式右側
的

，然後選取商業規則。

或
若要登錄所指定整合的商業規則，請按一下一般頁面中整合右側的
後選取編輯整合頁面中的商業規則頁籤。

，並選取選項，然

備註：
如果指定的「事件」具有已在整合和應用程式層級登錄的商業規則，則只會登錄
整合層級上的商業規則。
2.

從商業規則頁面中，按一下內嵌模式。

3.

按一下

4.

從名稱中，指定要執行的商業規則。

。

此欄位中可用的商業規則會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預先建置，然後在將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目標應用程式時，設為供資料整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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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Planning 中變更商業規則名稱，則不會在資料整合中自動重新命名新的商業
規則名稱，這不會驗證商業規則。
5.

在順序中，指定有多個規則或規則集已與整合或應用程式相關聯時的規則執行順
序。

6.

按一下儲存。

新增鑽研登陸頁面的自訂檢視
鑽研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登陸頁面的資料時，您可
以建立並選取自訂欄檢視。此功能可讓您自訂登陸頁面顯示。您可以自訂來源欄的清
單，並排列欄與欄標題的順序。您可以儲存自訂檢視定義。系統會對後續鑽研使用上次
所用的自訂檢視。如果沒有自訂檢視，系統就會將來源 (全部) 用作預設檢視。

Note:
如需在資料整合中啟用鑽研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系統層級設定檔。
若要定義鑽研的自訂檢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管理的設定 頁籤中，選取設定下方的系統設定值。

2.

在系統設定值頁面的設定檔類型中，選取全部或其他。

3.

依序從鑽研類型 UI 設定值與搜尋並選取頁面中，選取精簡使用者介面。

4.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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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首頁按一下導覽器，然後在任務與報告下，選取資料 (

6.

開啟包含已載入來源資料的表單。
儲存格右上角的圖示

)。

指出它有鑽研資料。

7.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包含向下鑽研資料的儲存格，然後選取鑽研至來源。

8.

選取要從中建立自訂檢視定義的預設檢視。

9.

按一下

。

10. 從編輯檢視定義頁面中，按一下

。

11. 在建立檢視定義視窗中，輸入自訂檢視定義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檢視定義名稱可以包含英數字元。檢視定義名稱最多可以有 80 個字元。

新檢視第一次顯示「編輯檢視定義」頁面時，所有欄都會顯示在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請
將所有您不想要包含在自訂檢視中的欄移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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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要在自訂檢視中包含欄，請從 (可用欄) 左窗格中選取欄，然後按一下

欄移至 (顯示欄) 右窗格。

，將該

若要清除檢視中填入的值，請按一下重設。
13. 若要在自訂檢視中排除某欄，請從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選取該欄，然後按一下

將它移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
其他移動選項包括：

• 若要將所有欄從 (可用欄) 左側窗格中移至 (顯示欄) 右側窗格，請按一下

。

• 若要將所有欄從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移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請按一下

。

14. 選擇性：若要重新命名 (顯示欄) 右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點選編輯滑桿，然後輸

入新的欄名。

15. 選擇性：若要重新排列 (顯示欄) 右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

項：
•

•

—將欄向上移動到顯示的頂端。
—將欄向上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到顯示的底端。

16. 選擇性：按一下排序可用遞增或遞減順序來排序顯示欄窗格中的欄。
17. 按一下確定或

儲存並更新檢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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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選擇性：若要刪除檢視，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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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資料對映
在來源應用程式與目標報告應用程式之間建立資料對映。
另請參閱：
• 瞭解資料對映
• 建立資料對映
• 重新整理資料對映
• 管理資料對映
• 移動資料

瞭解資料對映
使用資料對映，將來源立方體和智慧型列示中的資料、註解、附件和輔助明細移到報告立方
體，以整合資料。您可以對映來源應用程式資料庫與報表資料庫之間的維度，以啟用下列：
• 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報告來源應用程式資料
• 在「智慧型列示」上進行聚總與查詢，並轉換至報告應用程式的一般維度
• 針對不同的整合，連結應用程式資料至多個報告應用程式
• 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使用資料對映來移動要用於報表的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立即發
送報表的資料

相關主題
• 關於應用程式
• 關於報表立方體
• 資料對映不支援的功能
• 資料對映和替代變數

關於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是一組相關的維度和維度成員，用來滿足一組規劃需求。每個應用程式均有自己的科
目、實體、案例和其他資料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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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 管理應用程式。

關於報表立方體
報告立方體是一種您可以對規劃資料進行報告和聚總的立方體。主要使用情況如下：
• 報表立方體包含任何來源的資料，如資料倉儲。您想要將新的 Planning 資料移至報
表多維資料庫並報告資料。
• 您想要報告規劃中的「智慧型列示」，但無法在規劃中執行。

資料對映不支援的功能
將規劃應用程式對映至報告應用程式不支援下列：
• 已選取「允許重複成員」選項的聚總儲存資料庫大綱
• 屬性維度
• 屬性成員選擇

資料對映和替代變數
對於包含替代變數的應用程式時，請注意下列：
• 當您移動資料而非定義資料對映時，便會檢查替代變數。
• 成員選取器顯示針對 Planning 應用程式所定義的替代變數。
• 對於維度對維度對映：
–

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當您移動資料時，將會傳遞所選取或輸入的變數名稱
並進行評估。

–

對於報告應用程式，將會針對 Planning 應用程式評估變數名稱，而且當您選擇
清除在發送資料作業中的資料時，會使用此值。

• 對於報告應用程式的未對映維度，成員選取器會顯示僅針對報告應用程式所定義的
替代變數。其會根據報告應用程式加以評估，並且根據個別報表維度的單一成員和
無成員函數驗證評估值。

建立資料對映
若要建立可將 Planning 應用程式對映至 Reporting 應用程式的資料對映：
1.

建立報告應用程式。
如需立方體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 管理立方體。如需新增成員的
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2.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3.

按一下建立。

4.

輸入資料對映的名稱與描述。

5.

選擇您的來源和目標，如下所示：
• 在來源下方，從目前應用程式的可用立方體中選取立方體。

8-2

第8章

重新整理資料對映
• 在目標下方，從目標報告應用程式的可用應用程式與立方體中選取應用程式與立方
體。
所選來源和目標之立方體的目前對映顯示在來源和目標之下，所有未對映的維度顯示在未
對映維度之下。

備註：
如果您要建立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間發送資料的資料對映，您會看到額外的來源
和目標選項：
• 對於來源，選項有選取模型和選取整合。請選取某個模型或整合，然後按一
下選取。
• 對於目標，如果您的來源是模型，請選取某個目標 Planning 立方體，或是目
標模型。如果您的來源是整合，請選取某個目標 Planning 立方體，或是目標
整合。
如果在清單中看不到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擇同步化。
6.

選擇性。變更目前對映並對映所有未對映的維度。
若要變更目前對映，請參閱變更對映資訊。
若要對映未對映的維度，請參閱對映未對映維度。

7.

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8.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新資料對映會新增至資料對映清單的尾端。

重新整理資料對映
若要重新整理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按一下重新整理。

管理資料對映
另請參閱：
• 檢視資料對映
• 變更對映資訊
• 對映未對映維度
• 將成員從資料對映中排除
• 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 編輯資料對映的詳細資料
• 複製資料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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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資料對映
• 設定資料選項
• 預設成員的驗證規則

檢視資料對映
若要檢視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藉由執行任務以搜尋、篩選，或排序清單：
• 若要依名稱搜尋對映，請在搜尋中輸入文字，然後按一下

。

• 若要依來源與目標篩選對映，請按一下所有來源與所有目標，然後選取篩選準
則。
• 若要依遞升或遞減順序排旭每欄中的項目，請將游標懸停在欄標題，然後選取
遞升排序或遞減排序
3.

。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建立資料對映。請參閱建立資料對映。
• 重新整理資料對映清單。請參閱重新整理資料對映。
• 變更對映資訊。請參閱變更對映資訊。
• 對映未對映維度。請參閱對映未對映維度。
• 定義資料對映選項。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 編輯資料對映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編輯資料對映的詳細資料。
• 複製資料對映。請參閱複製資料對映。
• 刪除資料對映。請參閱刪除資料對映。
• 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
步智慧型列示。
• 設定關聯式資料合併選項。請參閱設定資料選項。
• 複查預設成員的驗證規則。請參閱預設成員的驗證規則。

變更對映資訊
若要變更資料對映中的維度對映資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按一下現有資料對映。

3.

在來源下選取一個維度，然後按一下
慧型列示」。

以選取要用於對映的新「來源維度」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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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維度都已對映，您只能夠將現有來源維度對映至「智慧型列示」(當您按一下
時僅顯示「智慧型列示」)。若要將來源維度對映至另一個維度，您必須先取消對映維度。
若要取消對映維度以便與另一個維度重新對映，在來源下選取一個維度，然後按一下
。維度會移動至未對映維度。

對映未對映維度
若要對映資料對映中的未對映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按一下建立以建立新的資料對映。
• 按一下現有資料對映以編輯現有資料對映中的對映。

3.

對於任何在未對映的維度之下的維度，按一下維度旁的

。

這樣會將維度移出未對映維度以及上述目標維度之下。
4.

在目標之下尋找您剛移動的維度。
「來源」下的對應維度會顯示選取。

5.

按一下來源下的選取旁的
「智慧型列示」。

6.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然後選取您要對映至未對映的目標維度的「來源維度」或

將成員從資料對映中排除
在資料對映中定義排除項可讓您在將資料從一個立方體移至另一個立方體時，排除某個維度的
成員。如果您不想要覆寫目標位置的特定資料，或想要避免在目標位置資料不存在時收到警
告，則在移動資料時排除成員會相當有用。此外，排除也可以在所有其他來源成員需要特定來
源成員資料時，忽略該資料。您可以針對來源對映維度和未對映維度定義排除項，而且可以為
一個維度定義多個排除項。
每個維度排除的成員會記錄在「資料對映」或「智慧型發送」作業的「工作詳細資料」中。
範例：
在 Account 維度中，您想要為「現金/銀行科目」以外的所有科目載入資料。藉由在「來源」
對映中包含「所有科目」並針對「現金/銀行科目」建立排除項，即可達到此目的。「智慧型發
送」將遵循已定義的排除項而忽略「現金/銀行科目」，然後為所有其他科目載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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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此外，也會遵循策略模型化資料對映排除項。
• 排除基礎成員也會排除任何共用成員。這也適用於排除共用成員；也會排
除基礎成員。
• 排除的成員必須是來源成員的子集。
• 將成員從維度中排除時，該維度的成員清單必須至少包含一個不在排除成
員清單上的成員，如此才能讓資料對映順利儲存並執行。例如，如果對映
中所定義的唯一 Account 成員是「現金/銀行科目」，您就不能將「現金/
銀行科目」從對映中排除。您必須更正選擇，讓對映結果至少包含一個成
員。這同樣適用於「智慧型發送」定義。
若要將成員從資料對映中排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按一下現有資料對映。

3.

在來源底下，將游標暫留在包含要排除之成員的維度列上，按一下
新增排除。

，然後選取

備註：
您也可以排除未對映維度中的成員。
4.

選取一或多個要排除的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

5.

如果您改變想法而想要移除排除項，請將游標暫留在維度列上，按一下
選取移除排除。

，然後

備註：
移除排除會移除整個排除項，而不僅僅是一個成員。
若要從排除清單中移除成員，請啟動成員選取器，在選擇底下醒目提示您
想要移除的成員，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移除。
6.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備註：
您可以隨時開啟維度排除清單的成員選取器，來附加或移除排除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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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表單其中一個區段未包含某個成員，「智慧型發送」程序將會從所有表單區段中
排除該成員。如果您不想要這樣的結果，請使用「智慧型發送」中的覆寫選擇選項，
精確調整「智慧型發送」程序的維度成員選擇。請參閱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

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若要定義資料對映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按一下現有資料對映。

3.

按一下選項。
表格 8-1

資料對映選項

資料對映選項

描述

選取要複製的項目

選取您要複製其對應關聯式資料的項目。您可以
複製：
•

註解與附件
如果您選取對照，則：
–

若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具有一
對一對映，則會從來源儲存格複製「備
註與附件」至目標儲存格。
– 若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沒有一
對一對映，則來源儲存格的「註解與附
件」會被組合然後儲存在目標儲存格
中。
如果您未選取對照，則：
–

若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具有一
對一對映，則會從來源儲存格複製「備
註與附件」至目標儲存格。
– 如果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沒有
一對一對映，則最後一個來源儲存格的
「備註與附件」會複製至對應的目標儲
存格。「最後一個來源儲存格」指具有
非空白關聯式資料中之多個來源儲存格
中的最後一個來源儲存格。
• 輔助明細
–

如果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有一
對一對映，則輔助明細會從來源儲存格
複製到目標儲存格。
– 如果來源儲存格與目標儲存格之間沒有
一對一對映，則「輔助明細」不會複製
到目標儲存格。
請注意，在資料對映選項對話方塊中選取以進行
複製的關聯式資料 (註解與附件及輔助明細) 僅適
用於使用「智慧型發送」移動資料。請參閱移動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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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1

(續) 資料對映選項

資料對映選項

描述

智慧列示維度

選取「智慧列示」維度。
請注意，只允許「智慧型列示」維度選擇的密集
維度。

排除動態計算成員

選取是否要在資料對映程序期間移動動態計算成
員資料。
請注意，僅資料對映發送支援排除動態計算成
員，智慧型發送不支援此選項。

允許同時執行智慧型發送

允許同時執行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程序。
按一下是以啟用此選項。
請參閱同時執行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程序。

移動資料時排列智慧型列示項目名稱優先順序

如果目標立方體的別名重複，則需要資料對映或
「智慧型發送」作業使用「智慧型列示」項目名
稱，而不是成員別名。
「智慧型列示」項目名稱不得有空格或特殊字
元。如果使用函數來定義「智慧型列示」，以
及，如果成員具有空格，則會將這些空格轉換為
底線。基於此限制，可能未使用「智慧型列示」
項目名稱。選取此選項時，系統會根據項目名稱
來檢查成員，以及，如果沒有成員符合項目名
稱，則會使用「智慧型列示」項目標籤來提取成
員。
對於未定義「智慧型列示」值的交集，「智慧型
發送」和資料對映作業將會使用針對「智慧型列
示」所定義的遺漏標籤來發送資料。
如果未啟用此選項，而且資料發送或「智慧型發
送」作業偵測到目標立方體中有重複的別名，則
此作業將完成但發出警告，而且工作詳細資料將
會提示您移除重複的別名 (訊息中會提供複製的
別名)，或選取此資料對映選項。

匯入 #missing 值為

•

(僅限於來源為 Planning，且目標為策略模型化
的資料對映)

•
•
•

匯入 NaN 值為
(僅限於來源為策略模型化，且目標為 Planning
的資料對映)

到未匯入的儲存格 (僅限於策略模型化)

忽略 — 忽略已匯入的 #missing 值，並保留
目標儲存格中現有的值。
輸出零 (預設值) — 匯入 #missing 值，並將
該值在目標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0。
NaN — 匯入 #missing 值，並將該值在目標
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NaN (不是數字)。
輸入零 — 不需要反算，就會把輸入儲存格
設定為 0。

•

忽略 — 忽略已匯入的 NaN 值，並保留目標
儲存格中現有的值。
• 輸出零 (預設值) — 匯入 NaN 值，並將目標
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0。
• NaN — 匯入 NaN 值，並將該值在目標儲存
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NaN。
• 輸入零 — 不需要反算，就會把輸入儲存格
設定為 0。
•
•

保留輸入值 (預設值) — 在資料匯入期間，
保留模型中現有的輸入資料值。
保留輸出值 — 在資料匯入期間，保留模型
中現有的輸出資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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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資料對映的詳細資料
當您編輯資料對映詳細資料時，您可以變更資料對映和對映未對映維度。
若要編輯資料對映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按一下資料對映。
• 按一下您要編輯的資料對映右邊的

3.

，然後選取編輯：

–

若要編輯維度間的對映，請參閱變更對映資訊。

–

若要對映未對映的維度，請參閱對映未對映維度。

–

若要定義資料對映選項，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

若要刪除資料對映，在 Source 和 Target 維度右邊按一下

。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複製資料對映
若要複製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然後選取複製。

2.

按一下您要複製的資料對映右邊的

3.

在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輸入資料對映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複製的資料對映會新增該資料對映清單中。它具有原始資料對映的所有詳細資料，但是以
新名稱儲存。

刪除資料對映
若要刪除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2.

按一下您要移除的資料對映右邊的

，然後選取刪除。

設定資料選項
移動資料時，啟動選項以定義如何合併關聯式資料，例如註解、附件以及輔助明細。
若要設定資料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請參閱檢視資料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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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您要編輯的資料對映右邊的

，然後選取編輯

3.

按一下選項，選取要複製的項目，然後選擇「智慧型列示」維度。

4.

若您不想在資料對映程序期間移動動態計算的成員資料，請選取排除動態計算成
員。

預設成員的驗證規則
報告立方體中的預設成員儲存從來源規劃應用程式移動而來的資料。如果不符合下列任
何一項限制，或其中一個應用程式的維度未對映且沒有有效的預設成員，則該對映便為
無效的對映，並會顯示錯誤訊息。
規則：
• 如果報表立方體是聚總儲存資料庫，則預設的成員必須為層級 0 的成員。
• 如果報表立方體是區塊儲存資料庫，則預設成員可以是任何具有「儲存資料」特性
的成員。
• 如果規劃應用程式僅有維度至維度的對映，則預設的成員可為任何層級或資料儲存
類型。
• 如果規劃應用程式具有「智慧型列示」至維度的對映，則預設的成員僅可為層級
0。此外，來源立方體必須包含密集的 Account 維度，其中至少須有一個成員與
「智慧型列示」相關聯。
• 如果在對映中選取「子代」(Acct_Default)，則在報表立方體中必須存有
Acct_Default 成員。

備註：
曾經有效的對映，如果在維度、成員或「智慧型列示」重新命名、移除或新增
後，可能會成為無效的對映。如果目標立方體在維度中有變更，您必須在對映
報告應用程式畫面上選取對應的應用程式對映，然後按一下
資料。

，以重新整理

移動資料
設定資料對映之後，您便可以：
• 將資料移到報表立方體
• 使用智慧型發送從某個立方體將資料移至另一個立方體
• 同時執行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程序

將資料移到報表立方體
設定資料對映之後，您可以移動資料至報表立方體。規劃會驗證選取的資料對映，然後
將對映的規劃維度資料移動至報告立方體維度。您也可以檢查「工作」以查看工作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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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已經針對動態子項在區塊儲存及聚總儲存立方體啟用父成員並新增動態成員，
您可以使用發送資料將資料從區塊儲存成功移動至聚總儲存立方體，而且不需要重新
整理資料庫。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

將資料移到報表立方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報表立方體。

2.

建立資料對映。

3.

按一下應用程式、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4.

在資料對映的右邊，按一下

，然後選取發送資料。

請確認您要在移動它前先清除資料嗎？
• 按一下否，將資料新增至報表立方體中的現有資料。當您使用此選項時，不會從目標
立方體清除資料。
如果您將「智慧型列示」對映至維度，則「智慧型列示」標籤必須和報表立方體中的
成員名稱或別名相符。發送資料不可以和「智慧型列示」項目名稱搭配使用。
• 按一下是先清除目標立方體中的資料，再將資料移動至目標立方體。
當目標是一個聚總儲存報表立方體時，請在清除和移動資料時注意下列項目：
–

在目標報表立方體中將會忽略名稱不相符的成員。

–

此選項僅可用於成員名稱，不可用於成員別名。

–

選取資料對映的成員時，請謹慎使用成員關係 (例如「子項」)，因為使用此選項會
使得計算指令碼超出長度限制。

–

如果您使用成員關係，此選項會展開來源 Planning 立方體中的層級 0 成員清單。
如果來源立方體中至少有一個成員名稱和報表立方體中的成員相符，此選項可繼續
進行而且不會發生錯誤。如果至少有一個成員不相符，此選項會無法繼續。

當目標是區塊儲存報表立方體時，若要成功進行，清除後移動資料需要下列條件：
–

如果您使用成員關係，則來源立方體中的所有成員名稱都必須和報表立方體中的所
有成員名稱相符。

–

如果您將「智慧型列示」對映至維度，來源立方體中的所有「智慧型列示」項目都
必須和報表立方體中的所有成員名稱相符。

–

如果您將「智慧型列示」對映至維度，來源 Planning 立方體中的「智慧型列示」
項目標籤必須和報表立方體中的成員名稱相符。如果「智慧型列示」項目標籤和報
表立方體中的成員名稱不相符，則「智慧型列示」項目名稱必須和報表立方體成員
名稱相符。

如果未滿足以上條件，清除後移動資料作業選項將無法繼續。

使用智慧型發送從某個立方體將資料移至另一個立方體
另請參閱：
• 關於智慧型發送
• 使用智慧型發送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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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
• 設定合併選項
• 設定智慧型發送之後移動資料
• 檢視智慧型發送狀態

關於智慧型發送
若要讓報表更具意義且更完整，使用者可以在使用表單時立即將來源立方體中的註解、
附件以及輔助明細移至報表立方體。接著，使用者可在來自不同多維資料庫的規劃資料
上進行更多分析。
例如，假設您在某個立方體上有支出規劃，在另一個立方體上有收入規劃。進而假設您
使用報表立方體來整合報告需求。如果沒有智慧型發送，立方體中的資料會透過服務管
理員設定的排定工作移至報表立方體。智慧型發送可讓使用者立即將資料移至報表立方
體。
您可以從以下所述移動應用程式：
• 區塊儲存立方體至聚總儲存立方體
• 區塊儲存立方體至區塊儲存立方體
影片
觀看本影片

您的目標
瞭解如何使用「智慧型發送」立即發送報表的
資料。

在 Planning 中立即發送報表所用的資料

使用智慧型發送的注意事項
使用智慧型發送時，請記住以下注意事項：
• 「智慧型發送」會遵循中繼資料並核准安全性。
• 來自來源聚總儲存立方體的表單不支援「智慧型發送」。
• 「智慧型發送」要求至少其中一個密集維度、科目或期間在資料對映定義中設定為
維度對維度對映。
• 在資料對映之來源立方體的未對映區段中，針對列出的維度所選取的所有成員，數
值資料不會列在「智慧型發送」定義中。

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
如何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功能：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表單。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2.

展開表單，然後選取某個表單。

3.

在已選取表單的情況下，選取

4.

按一下智慧型發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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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顯示表單的已定義對映。如果想要的話，按一下

，以新增新對映。

5.

展開每個對映。

6.

對於每一個顯示在對映下方的維度，請指定維度的「智慧型發送」區域：
• 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義，以移動版面配置上針對維度選取 (和排除) 之所有成員的資
料。
• 取消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義，然後按一下覆寫選擇旁邊的

：
–

選取編輯，以使用成員選取器來選取您要使用的維度成員。

–

選取新增排除，以使用成員選取器來定義要從「智慧型發送」程序中排除的維度成
員。移除排除會移除整個排除項，而不僅僅是一個成員。

備註：
*

如果已針對「智慧型發送」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義選項，「智慧型
發送」排除就會遵循表單中定義的所有排除項。

*

排除基礎成員並不會排除任何共用成員，因此您必須明確地同時排
除基礎成員與共用成員。

*

將成員從維度中排除時，該維度的成員清單必須至少包含一個不在
排除成員清單上的成員，如此才能讓「智慧型發送」程序順利完
成。例如，如果為「智慧型發送」定義的唯一 Account 成員是「現
金/銀行科目」，您就不能將「現金/銀行科目」從「智慧型發送」程
序中排除。您必須更正選擇，讓「智慧型發送」結果至少包含一個
成員。

若要將成員從排除清單中移除，請按一下成員排除清單旁邊的
。從成員選取器中選取右側窗格中的成員，然後按一下
或
以移除成員。
請參閱將成員從資料對映中排除
–

選取清除以移除選擇。

備註：
您只能在來源立方體維度上置換對映定義。如果您藉由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
義採用來自表單的環境定義，則可置換維度成員。如果您在成員選擇對話方
塊中指定成員，或者是將覆寫選擇保留空白時，也可以置換維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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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智慧型發送」會累加更新報表立方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您可以
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義或置換選擇選項，以限制要移至目前環境定義
的資料量，或限制僅將資料移至您要更新或計算的區段。
如果未使用上述其中一個選項指定「智慧型發送」地區，則會採用來自資料對映的
成員選擇。
7.

對於每一個對映，定義「智慧型發送」是自動或手動：
• 選取儲存後執行，即可在表單儲存時自動移動資料。
• 將儲存後執行保持清除狀態以手動移動資料。
如需如何手移動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智慧型發送之後移動資料。

8.

從這些額外的「智慧型發送」選項中選取：
• 在背景中執行智慧型發送 - 可讓您在背景中執行「智慧型發送」時，繼續使用
應用程式：
• 使用資料庫隱藏 - 可讓您在資料庫層級 (而非在應用程式層級) 套用列隱藏，從
而消除對查詢臨界值的影響，並改善「智慧型發送」等待時間
如果您使用「智慧型發送」從區塊儲存立方體載入大量資料，並使用缺少的區
塊和列隱藏選項，則建議使用使用資料庫隱藏選項。
如果您使用 Groovy 規則，透過使用資料庫隱藏選項來設定「智慧型發送」，則
會有另外一個參數可指定此「智慧型發送」執行選項：
public void execute(Map<String, String> overrideMembersMap,
boolean suppressMissingRowsNative)

9.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表單的「智慧型發送」組態。

設定合併選項
為報表對映立方體時，註解、附件以及輔助明細的合併選項會設定在可用的資料選項頁
籤上。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備註：
使用「智慧型發送」時無法合併「輔助明細」、「日期」、「智慧型列示」及
「文字」等的關聯式資料。只有在來源儲存格和目標儲存格之間為一對一對映
時，才會移動「智慧型列示」、「日期」和「文字」。空白儲存格不會視為關
聯式資料移動。

設定智慧型發送之後移動資料
如需如何移動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移動資料。
如何移動資料取決於當您為表單設定「智慧型發送」時是否選取儲存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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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為表單設定智慧型發送時已選取儲存後執行，則資料會在您儲存表單時移動。
• 如果您取消勾選儲存後執行：
1.

按一下資料。

2.

按一下表單以開啟它。

3.

在表單開啟的情況下，選取動作，然後按一下智慧型發送詳細資料。

4.

按一下「智慧型發送」對話方塊中的連結以移動資料。

備註：
• 「智慧型發送」一律會先清除目標區域中的資料然後再移動新資料。
• 如果使用者在執行「智慧型發送」時發現錯誤，服務管理員必須使用「智慧型發
送」工作詳細資料中列出的錯誤來驗證和修正智慧型發送的設定方式。請參閱檢
視智慧型發送狀態。

檢視智慧型發送狀態
若要檢視資料移動的狀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工作。
「智慧型發送」工作將會顯示在「工作主控台」。如果發生錯誤，請按一下錯誤連結以疑
難排解問題。如果資料已移動，則執行狀態將顯示為完成或已完成，但出現警告。按一下
工作名稱以複查日誌，瞭解更多詳細資料。

同時執行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程序
將資料移至報表立方體時，您可以將使用者無法使用系統的時間縮到最短。作法是在 Groovy
規則型「資料對映」發送中使用執行時期提示，僅將必要資料移至報表立方體。如果「資料對
映」發送是透過 EPM Automate，您可以使用替代變數，並於使用「資料對映」移動資料之前
設定替代變數值。請參閱下列主題以瞭解詳細資訊：
• 若要尋找 Groovy 商業規則的說明文件和範例，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Groovy 規則、Java API 參考手冊。
• 如果 EPM Automat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您也可以在資料對映選項中啟用同時允許智慧型發送選項，讓使用者可以同時執行「智慧型發
送」和「資料對映」程序，以進一步將停機時間縮到最短。
同時執行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程序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智慧型發送」在發送資料之前會等待清除報表立方體中的資料。
• 可同時處理的資料量有所限制。請查看工作輸出，視情況來設計。
如需有關資料對映選項的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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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執行整合
您可執行整合以從來源系統擷取資料，然後檢視和驗證結果。如果資料已正確轉換，您可以將
其發送至目標系統。
「執行整合」頁面由兩個頁籤組成：「選項」和「篩選條件」。
您可以使用「選項」頁籤在轉換階段為選取的整合選取一般和目標選項。請注意，此頁面中的
期間選擇視目標系統而定。
您可以使用「篩選條件」頁籤在執行時期快速新增或修改篩選條件並加以執行，而不是每次修
改整合定義。篩選條件是用來查詢資料來源的資料。篩選條件的變更不會儲存，只會用於該次
執行。
如需執行整合的相關資訊，請觀賞此教學課程影片：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設定檔案
型資料整合選項及執行整合。
若要執行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從資料整合首頁，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

2.

選取選項頁籤。

3.

選取匯入來源以從來源系統匯入資料，執行必要的轉換，例如匯入、對映和驗證資料。
僅在下列時機選取此選項：
• 您是第一次執行整合。
• 來源系統中的資料已變更。例如，假設您在匯出後複查工作台中的資料，而必須修改
來源系統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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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案例中，您第一次匯入來源資料後，來源系統資料可能不變。在此情況下，
如果來源系統資料沒有變更，也不需要持續匯入資料。
4.

選取重新計算以略過匯入資料，但以更新的對映重新處理資料。

5.

從匯入模式，選取匯入資料的方法。
可用的匯入模式：
• 附加 — 保留 POV 現有的列，但將新列附加至 POV。例如，第一次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50 列。在這種情況下，附加了 50 列。在此載入之後，
POV 的列合計為 150。
• 取代 — 清除目標中 POV 的所有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例如，第一次
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70 列。在這種情況下，移除了 100 列，然後
將 70 列載入至 TDATASSEG。在這次載入之後，列合計為 70。
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取代」會清除您載入的年度、期間、案例、版本和
實體的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資料。請注意，當您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
中有年度資料但只載入單一月份時，此選項會在執行載入前清除整個年度。

備註：
在「取代」模式下執行整合到 ASO 立方體時，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
成員，則只會執行「數值」資料載入。請務必使用完整名稱 (包括完
整的階層) 指定成員名稱。如果案例成員是共用成員，「所有資料類
型」載入方法就無法運作。

備註：
載入方法「行項目自動增量的所有資料類型」不支援「取代模式」。
• 合併—(僅限科目調節)。將變更的餘額與相同位置的現有資料合併。
合併模式可在上次將資料載入科目調節後只有少許餘額有所變更時，不必載入
整個資料檔案。如果兩次載入之間的對映有所變更，客戶必須重新載入整個資
料集。
例如，客戶可能會有許多科目 ID，共有 100 列的現有餘額，每列的金額
為 $100.00。如果客戶執行整合合併模式，而來源的某個科目 ID 有一列的金額
為 $80，則在執行整合之後會有 100 列的餘額，其中 99 列的餘額為 $100.00，
1 列的餘額為 $80.00。
• 無匯入 — 完全略過資料的匯入。
• 對映和驗證 — 略過匯入資料，但以更新的對映重新處理資料。
6.

從開始期間，選取要匯入資料的第一個期間。
您只要輸入作為篩選依據的字元，就能夠篩選期間。例如，如果您輸入 J，就能篩
選出開頭為 J 的月份，例如 June (六月) 或 July (七月)。您也可以按一下下拉清
單，然後在還有更多搜尋結果，請進一步篩選下方的編輯方塊中，指定額外的篩選
準則。
在期間對映中必須定義此期間名稱。

7.

從結束期間，選取要匯入資料的最後一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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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間對映中必須定義此期間名稱。
8.

從期間中，選取要載入資料的期間。
如果已在首頁中選取 POV 期間，則選取的期間會預設在這裡。如果未選取 POV 期間，則
系統會根據瀏覽器快取預設為上次所用的期間。
您可以在期間下拉清單的旁邊出現解除鎖定圖示
(

時選取其他期間。
在 Data Management 的「系統設定值」中啟用「全域 POV」模式時，期間會預設為「全
域 POV 期間」且不允許客戶選取其他期間。在此情況下，期間下拉清單的旁邊出現鎖定
圖示
(
。
9.

選取匯出至目標，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

10. 選取執行檢查以產生日期，然後執行「檢查報表」。
11. 從匯出模式，選取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的方法。

可用選項：
• 合併 — 以來自載入檔案的新資料覆寫現有日期。(依預設，會在「合併」模式中處理
所有資料載入)如果資料不存在，將建立新資料。
• 取代 — 清除目標中 POV 的所有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例如，第一次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70 列。在這種情況下，移除了 100 列，然後將 70 列載入至
TDATASSEG。在這次載入之後，列合計為 70。
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取代」會清除您載入的年度、期間、案例、版本和實體的
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資料。請注意，當您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有年度資料
但只載入單一月份時，此選項會在執行載入前清除整個年度。
• 累積 — 使用載入檔案中的資料累積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對於資料檔案中的每個唯一檢
視點，載入檔案中的值將會加到應用程式中的值上。
• 減去 — 從目標應用程式中的值減去來源或檔案中的值。例如，當您在目標中有 300、
在來源中有 100 時，則結果會是 200。
• 無匯出 — 完全略過資料的匯出。
• 檢查 — 在將資料匯出至目標系統後，顯示目前 POV 的「檢查」報表。如果目前 POV
不存在檢查報表資料，將會顯示空白頁面。
12. 按一下篩選條件
13. 新增或修改要在執行時期執行的篩選條件。

篩選條件是用來查詢資料來源的資料。在「執行整合」頁面指定的篩選條件不會儲存，只
會用於該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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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整合工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14. 按一下執行。

檢視整合工作
在「執行整合」頁面提交整合工作後，「執行整合執行」快顯視窗會顯示四個主要作
業：匯入、驗證、匯出、檢查資料的程序流程。這些圖示可提供每個已提交程序狀態的
視覺回饋。快顯視窗也會顯示已提交程序的狀態。
您可以選取離線執行整合，此時系統會在背景處理資料，而不是立即處理整合。
當整合成功執行時，您可以選取移至工作台或下載日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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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資料
資料整合提供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商業程序，將資料匯出至
檔案、內部部署資料庫或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工具
若要匯出資料，請定義整合，其中來源為 EPM Cloud 商業程序，而目標為其中一種資料匯出
應用程式。
匯出資料時，您可以使用以下兩種模式之一：
• 標準工作流程模式—從 EPM Cloud 擷取資料，使用成員對映執行必要的轉換，然後將資
料匯出至適當的目標應用程式。
• 快速模式—從 EPM Cloud 擷取資料，使用匯入表示式執行簡單的轉換，然後將資料匯出
至適當的目標應用程式。使用此模式時，資料不會匯入臨時資料表，而是直接處理資料，
因此效能明顯會更好。此模式也非常適合匯出非常大量的資料。
對於「標準」與「快速模式」方法，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從以 Essbase 儲存選項為
基礎的來源擷取資料：
1.

所有資料 – ASO 或啟用混合的 BSO

2.

已儲存資料 - BSO

3.

具有動態計算的已儲存資料 - BSO

4.

層級 0 資料 – ASO 和 BSO (僅適用於「快速模式」)

使用標準工作流程
使用「標準模式」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擷取資料，使用對映
至維度化資料的成員執行必要的轉換，然後將資料匯出至適當的目標應用程式。
如需一般「標準」工作流程任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 匯出成員對映
• 將對映匯出至 Excel
• 定義目標選項
• 登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 將來自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解壓縮

使用快速模式
使用「快速模式」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擷取資料，使用匯入
表示式執行簡單的轉換，然後將資料匯出至適當的目標應用程式。使用此模式時，資料不會匯
入臨時資料表，而是直接處理資料，因此效能明顯會更好。此模式也非常適合匯出非常大量的
資料。
如需一般「快速模式」工作流程任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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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快速模式載入
• 匯出資料的快速模式
• 登錄快速模式整合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匯出資料的快速模式
相較於標準工作流程方法，「快速模式」方法可提供顯著的效能改進。支援使用匯入表
示式的簡單轉換，不支援成員對映。資料不會載入臨時資料表，因此您無法在工作台中
檢視資料。例如，「層級 0」擷取方法可讓您套用篩選條件並選取要在輸出檔案中包含
的欄。此方法非常適合從系統擷取大型資料塊，而不會發生查詢處理時間限制的情形。

Note:
如需有關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快速模式」載入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快速模式載入。
注意事項：
請考量與「快速模式」方法關聯的下列幾點：
1.

當您建立並儲存「快速模式」載入整合工作，之後便無法將它變更為標準整合工
作。不過，您可以刪除資料載入整合工作。

2.

對映維度時，可支援目標表示式類型。目標表示式可讓您將讀取自來源的來源值轉
換為目標維度值，以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
可用於期間維度的目標表示式包含 substring()、split()、map()、toPeriod() 及
toYear()。
除了 SQL 目標表示式類型之外，支援所有剩餘的目標表示式。

3.

對映維度時，不支援來源表示式類型。

4.

不支援對映成員。

5.

如果您選取「層級 0」資料擷取方法，則系統會自動建立「DM BR 資料匯出」商業
規則，以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執行資料擷取。

6.

「快速模式」中期間處理不會使用「期間對映」選項中定義的期間。而是像其他維
度一樣來處理期間，並且可以在「來源篩選條件」選項中進行篩選。您也可以在執
行時指定單一期間，將所有資料載入其中。另一個選項是根據來源系統期間名稱，
使用 toPeriod 與 toYear 目標表示式來衍生期間維度。

7.

執行「快速模式」載入時，僅支援「取代」匯出模式。
沒有可用的匯入模式。

8.

您無法使用 EPM Automate 來執行「快速模式」載入整合。

擷取資料程序的快速模式描述
本節描述如何使用「快速模式」方法從您的資料來源擷取資料，然後將資料直接載入至
資料匯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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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應用程式中，使用以下其中一種要用以匯出資料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類型，建立並
登錄資料匯出目標應用程式：
• 資料匯出至檔案
• 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資料
• 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 EPM 資料檔案

Note:
在「快速模式」中，您可以將資料匯出至原生格式的檔案。若要執行這類匯出，
請登錄應用程式 EPM 資料檔案，然後定義整合 (沒有對映維度或對映成員 - 系統
只是提供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2.

建立資料匯出檔案的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工作：
a.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b.

在建立整合頁面的名稱與描述中，輸入整合工作的名稱與描述。

c.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d.

將快速模式滑桿點選為開啟。

(「新增」圖示)。

當您建立整合工作與快速模式方法之間的關聯並儲存工作之後，即無法回轉「快速模
式」關聯。不過；無法刪除整合工作。

3.

e.

從

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來源應用程式。

f.

從

目標下拉清單中，選取資料匯出檔案的目標應用程式。

g.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對映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之間的維度：
a.

在對映維度頁面的類型中，選取資料載入方法的類型。
可用選項：
• 分隔 - 數值資料：僅支援數值資料類型。

10-3

Chapter 10

匯出資料的快速模式
• 分隔 - 所有資料類型：支援下列資料類型至 Planning：

b.

–

數字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

資料

在對映網格中，完成下列動作，以將來源的來源欄對映至資料匯出檔案目標應
用程式中的維度：
i.

在選取來源維度中，選取要對映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維度之來源維度的名稱。

ii.

選擇性：EPM Cloud 維度。.
如需使用目標表示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目標表示式。

Note:
您無法將 SQL 目標表示式類型與「快速模式」方法搭配使用。
來源表示式類型不適用於「快速模式」方法。
c.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4.

使用「快速模式」方法時，不適用「對映成員」選項。

5.

按一下選項。
您也可以按一下整合工作右側的
項」頁面。

6.

，然後選取選項，從資料整合首頁前往「選

若要選取「快速模式」期間的期間，請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使用「快速模式」方法的期間處理不會使用「期間對映」選項中定義的期間。而是
像其他維度一樣來處理期間，並且可以在「(來源) 篩選條件」選項中進行篩選。如
果使用者沒有篩選「年度」與「期間」，則可以在執行時指定單一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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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在「對映維度」頁面中針對整合對映期間維度並指定期間的目標表示式，
則無法選取期間下拉清單，因為該期間衍生自對映。
如果您沒有指定「年度」與「期間」的篩選，則可以在執行整合時指定單一期
間。

7.

按一下

。

8.

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中，選取期間，然後從篩選條件選取要從中載入資料之來源檔案的單
一期間。

9.

按一下

。

10. (選擇性)：從維度名稱下拉清單中，選取年度，然後從篩選條件選取要從中載入資料之來

源檔案的年度。

若為多期間載入，只有您在某個年度中指定所有期間時，才能夠指定「年度」與「期間」
維度的篩選條件並擷取多個年度。不支援跨多個期間的部分期間擷取。
11. 按一下儲存。
12.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直接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選項

13. 按一下選項頁籤。
14. 在類別中，為 Scenario 維度指定明確的來源篩選條件。

「類別」是 POV 處理的必要元件，因此定義整合時必須指定類別。類別不是用於決定
「快速模式」處理的案例。
15. 在資料擷取選項中，選取擷取資料的方法：

可用選項：
• 所有資料—針對密集與備用維度擷取儲存值和動態計算的值。
「所有資料」資料擷取選項會使用「MDX 查詢匯出」方法擷取資料。
• 儲存與動態計算的資料—僅針對密集維度而不對備用維度擷取儲存的成員與動態計算
的成員。「儲存與動態計算的資料」資料選項會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擷取資
料。
• 僅儲存的資料—僅擷取儲存的資料。此類型的擷取會排除動態計算的值。「僅儲存的
資料」選項會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擷取資料。
• 層級 0 資料—會擷取維度底部的所有成員 (資料庫中儲存的原始資料)，並且讓您套用
篩選條件並選取要在輸出檔案中包含的欄。此擷取選項同時可讓您匯出非數值資料。
「層級 0 資料」選項會使用「MAXL 匯出」方法擷取資料。只有服務管理員才能使用
此方法。正在執行擷取步驟時，應用程式會處於唯讀狀態。
如果您選取「快速模式」方法，則無法使用以下目標選項：
–

匯出屬性欄

–

累計資料

–

排序資料

–

旋轉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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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選項頁面上，選取需要的任何目標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17. 按一下儲存。
18. 執行整合：
a.

從資料整合首頁，選取與「快速模式」載入相關聯的整合工作，然後按一下
。

b.

從執行整合頁面，模式的預設值為取代。

c.

如果沒有在選項頁面定義任何期間，請從期間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中載入資
料之來源檔案的單一期間。
如果您在「對映維度」頁面中針對整合對映期間維度並指定期間的目標表示
式，則無法選取期間下拉清單，因為該期間衍生自對映。

d.

如果已定義整合的篩選條件，請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並視需要進行任何變
更。

e.

按一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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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範例顯示依實體與期間篩選的資料匯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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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鑽研至來源
資料整合提供的架構可讓您從目標應用程式鑽研到來源應用程式。當您想瞭解資料值的來源，
或需要值的詳細資料達到細微層級時，請使用鑽研。
當您在資料整合中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在「目標選項」中對應用程式指定選
擇性的鑽研地區 (請參閱定義目標選項)。當鑽研地區定義傳遞至目標應用程式時，可鑽研的值
會由工作台中醒目提示的儲存格來表示。
要依據 URL 進行鑽研，您必須連線至資料所在的伺服器。只有對透過資料管理或資料整合載
入的資料，才能進行鑽研。此外，因為鑽研可用於目標應用程式中，資料載入對映至少必須有
一個明確的對映，才能使用鑽研。
從目標應用程式鑽研到來源時，會顯示個別的登陸頁面，其顯示構成所選取儲存格的數量的所
有列。
在以下的範例中，可從 Planning 中的資料表單使用鑽研。

您可以從此登陸頁面開啟來源文件，或繼續鑽研至已定義的來源系統登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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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載入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匯率資料，不支援鑽研功能。

新增鑽研登陸頁面的自訂檢視
鑽研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登陸頁面的資料時，您可
以建立並選取自訂欄檢視。此功能可讓您自訂登陸頁面顯示。您可以自訂來源欄的清
單，並排列欄與欄標題的順序。您可以儲存自訂檢視定義。系統會對後續鑽研使用上次
所用的自訂檢視。如果沒有自訂檢視，系統就會將來源 (全部) 用作預設檢視。

Note:
如需在資料整合中啟用鑽研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系統層級設定檔。
若要定義鑽研的自訂檢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管理的設定 頁籤中，選取設定下方的系統設定值。

2.

在系統設定值頁面的設定檔類型中，選取全部或其他。

3.

依序從鑽研類型 UI 設定值與搜尋並選取頁面中，選取精簡使用者介面。

4.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5.

從首頁按一下導覽器，然後在任務與報告下，選取資料 (

6.

開啟包含已載入來源資料的表單。
儲存格右上角的圖示

)。

指出它有鑽研資料。

7.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包含向下鑽研資料的儲存格，然後選取鑽研至來源。

8.

選取要從中建立自訂檢視定義的預設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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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

。

10. 從編輯檢視定義頁面中，按一下

。

11. 在建立檢視定義視窗中，輸入自訂檢視定義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檢視定義名稱可以包含英數字元。檢視定義名稱最多可以有 80 個字元。

新檢視第一次顯示「編輯檢視定義」頁面時，所有欄都會顯示在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請
將所有您不想要包含在自訂檢視中的欄移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

12. 若要在自訂檢視中包含欄，請從 (可用欄) 左窗格中選取欄，然後按一下

(顯示欄) 右窗格。

，將該欄移至

若要清除檢視中填入的值，請按一下重設。
13. 若要在自訂檢視中排除某欄，請從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選取該欄，然後按一下

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

將它移

其他移動選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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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將所有欄從 (可用欄) 左側窗格中移至 (顯示欄) 右側窗格，請按一下

。

• 若要將所有欄從 (顯示欄) 右側窗格中移至 (可用欄) 左側窗格，請按一下

。

14. 選擇性：若要重新命名 (顯示欄) 右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點選編輯滑桿，然後輸

入新的欄名。

15. 選擇性：若要重新排列 (顯示欄) 右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

項：
•

•

—將欄向上移動到顯示的頂端。
—將欄向上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到顯示的底端。

16. 選擇性：按一下排序可用遞增或遞減順序來排序顯示欄窗格中的欄。
17. 按一下確定或

儲存並更新檢視定義。

18. 選擇性：若要刪除檢視，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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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料
另請參閱：
• 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 整合預算修訂與 Budgetary Control
• 載入 Oracle ERP 雲端的資料
• 整合 Oracle NetSuite

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關於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您可以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模組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以執行組織規劃和預算，以及執行專案。使用 EPM
Planning Projects 來開發策略公司計畫和預算，以及使用 Project Management 來執行和收集
已核准專案成本。實際成本接著會包含在使用 EPM Planning Projects 的預算分析、預測和重
新規劃中。
使用這項雙向整合，您一般會使用 EPM Planning Projects 來開發新專案、建立專案預算以及
執行整體專案規劃。然後，使用 Project Management 來擷取實際值。將實際值帶入 EPM
Planning Projects 以進行預算差異分析。
若使用這項整合，根據同步步調，會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中看
到相同的 Indirect 和 Capital 專案。這些功能包括：
• 將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建立的專案和預算轉帳至 Project Management。在資源類別
層級，於 Project Management 中將策略預算建立為底限預算。
• 使用預算核准驗證來驗證專案管理員所建立的詳細預算與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所建
立的策略預算 (選擇性)。
• 在資源類別層級，將實際成本金額從 Project Management 轉帳至 EPM Planning
Projects。
• 在資源類別層級，將重新規劃的預算從 EPM Planning Projects 轉帳至 Project
Management。
您可以使用「資料管理」和資料整合來驅動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間之資料的整合。「資料管理」和資料整合提供一種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可讓 EPM
Planning Projects 客戶將預先定義的對映從 Project Management 資料模型套用至目標維度。
您也可以自訂和擴充這些整合，例如，視需要套用符合商業需求的其他對映。
如需 EPM Planning、Projects 及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的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 Unified
Planning Budgeting Execution and Analysis of Projects White Paper (Doc ID 273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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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的程序描述
資料整合提供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可讓客戶套用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間之雙向整合的預先定義對映。
客戶可以自訂和擴充這些整合，例如，當他們需要對業務單位使用與主要分類帳工作曆
不同的工作曆時，但非預設專案會計工作曆。
您必須獲指派服務管理員 角色，才能執行下面大部分的任務。如需 EPM 角色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瞭解預先定義的角色。
在高層級中，以下是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的步驟：
1.

啟用 EPM Planning，並完成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的任何設定和組態需求。
如需設定和執行整合的詳細步驟，請參閱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2.

指派使用此功能所需的安全性權限和工作角色。
此步驟需要您已獲指派 BI Publisher 權限和「Projects 和 Budgets 檔案型資料匯入
程序」安全性角色。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EPM Cloud 與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
求。

3.

在資料管理中，選取來源系統，並完成下列各項：
a.

將 Project Management 新增為來源系統，並將應用程式類型識別為 Oracle
ERP Cloud。

b.

設定後測試來源連線。
此步驟需要您指定與 Oracle ERP Cloud 的連線資訊 (包括使用者名稱、密碼和
「服務 URL」)。
使用者只獲指派 Project Management 角色，但未針對 GL 整合角色進行佈建
時，此步驟的測試連線部分會失敗。不過，只會使用 Project Management 角色
執行整合。
如需 GL 整合角色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
求。

4.

使用一個 OEP_PFP 輸入立方體或所有輸入立方體，登錄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5.

在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中，驗證已將專
案、專案元素和資源類別維度分類為適當的維度分類。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中分類專案維度。

6.

登錄 PFP_REP 立方體作為應用程式的報表計畫類型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Reporting Type 應用程式。

7.

登錄維度應用程式。
只有「實體」和「自訂」才是必要維度。在登錄之後，可以選擇性地刪除其他維度
類型 (例如「科目」、「案例」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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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Dimensions 應用程式。
8.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驗證應用程式清單包括下列各項：
a.

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b.

報表類型

c.

維度

如果尚未登錄上方任何應用程式，則整合初始化失敗。
9.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右側的
初始化整合。

，然後選取

10. 在初始化整合頁面上，選取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PPM) 初始化類型、與

Oracle ERP Cloud 的連線，以及任何用來指定整合迭代的首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初始化整合。
此程序會建立用來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所需的所有立即可
用整合定義，包括：
• 匯出專案預算
• 匯出專案
• 匯出的專案狀態同步
• 匯入專案實際值
• 匯入專案預算
• 匯入專案組織
• 匯入專案
• 匯入的專案狀態同步
如需初始化之後所建立整合定義的描述，請參閱整合定義參照。
11. 如果應用程式有多個整合定義，則請定義下列整合定義的必要對映：

• 匯出的專案狀態同步
• 匯出專案預算
• 匯入實際值
• 匯入預算
• 匯入專案特性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後續初始化對映
12. 如果應用程式有其他自訂維度，則請在資料整合的「對映維度」頁面上定義這些維度的必

要對映。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自訂維度。
13. 新增期間對映，來定義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在整合期間的期間

與年度關係。

根據預設，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會自動設定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之間的期間對映。針對整合，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都會使用資料管理中所定義的「期間對映」內設定的預設工作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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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新增或修改期間對映，則可以使用資料管理中所定義的「應用程式對
映」和「來源對映」選項來自訂期間對映。您可以在兩個層級定義期間對映：
• 應用程式期間對映用來定義將預算匯出至 Project Management 時所使用的任何
特殊期間對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應用程式對映。
• 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中，需要來源期間對映，才
能建立實際值和預算的工作曆期間對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來源對
映。

EPM Cloud 與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求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合的 Project Management 安
全性角色需求包括：
• BI Publisher 安全性
• Projects 和 Budgets 檔案型資料匯入程序安全性

BI Publisher 安全性
若要執行此整合中所使用的「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您需要下
列角色：
角色名稱

角色代碼

將專案資料匯入至第三方軟體

PJF_IMPORT_PROJECT_INTO_THIRD_PARTY
_SOFTWARE_PRIV_OBI

取得專案設定

PJF_GET_PROJECT_SETUPS_PRIV_OBI

Projects 和 Budgets 檔案型資料匯入程序安全性
若要執行此功能中所使用的 Projects 和 Budgets 檔案型資料匯入 (FBDI) 程序，您需要
下列權限：
Projects 和 Budgets FBDI 程序角色包括：
權限名稱

權限代碼

執行匯入 Projects 程序

PJF_RUN_IMPORT_PROJECT_PROCESS_PRIV

執行匯入專案 Budgets 程序

PJO_RUN_IMPORT_PROJECT_BUDGET_PRO
CESS_PRIV

角色名稱和代碼包括：
角色名稱

角色代碼

執行匯入 Projects 程序

PJF_RUN_IMPORT_PROJECT_PROCESS_PRIV
_OBI

執行匯入專案 Budgets 程序

PJO_RUN_IMPORT_PROJECT_BUDGET_PRO
CESS_PRIV_OBI

待命名稱和代碼包括：

12-4

第 12 章

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待命名稱

待命代碼

FSCM 載入介面管理

ORA_FUN_FSCM_LOAD_INTERFACE_ADMIN_D
UTY

登錄 Project Management 來源
從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來源時，您會先建立和登錄來源系統，然後指定應用程式類型：
Oracle ERP Cloud。
若要新增 Project Management 作為來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資料管理。

2.

在設定頁籤的登錄下，選取來源系統。

3.

在來源系統中按一下新增。

4.

輸入來源系統詳細資料：
a.

在來源系統名稱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輸入您要用於 Project Management 來源的名稱，例如 Project Management。

5.

b.

在來源系統描述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c.

在來源系統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d.

將 Fusion Budgetary Control 保持為未勾選。

e.

將鑽研 URL 空白。

f.

將應用程式篩選條件空白。

按一下設定來源連線。
來源連線組態會儲存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以及「服務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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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名稱。
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的名稱，而此使用者啟動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之間傳送資訊的程序要求。

備註：
Web 服務需要您使用原生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而不是單一登入使用者名稱
和密碼。
7.

在密碼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碼。
您必須在變更您的 Oracle ERP Cloud 密碼時立即更新此密碼。

8.

在服務 URL 中，輸入 Fusion Web 服務的伺服器資訊。例如，輸入：https://
server。

9.

按一下測試連線。
如果使用者只獲指派 Project Management 角色，則「測試連線」步驟會失敗。此
外，應該為「GL 整合」角色佈建使用者。不過，只會使用 Project Management 角
色執行整合。
如需 GL 整合角色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
求。

10. 按一下設定。

隨即顯示「來源系統 [來源系統名稱] 已設定成功」的確認訊息。
11. 按一下儲存。

定義整合
相關連結：
• 登錄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 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中分類專案維度
• 登錄 Reporting Type 應用程式
• 登錄 Dimensions 應用程式

登錄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定義整合的第一個步驟是登錄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然後從 EPM
Planning Projects 模組中選取輸入立方體。
若要登錄 EPM 本機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 EPM 本機。

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主要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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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立方體中，選取輸入立方體 - OEP_PFP。
OEP_PFP 輸入立方體具有 Project Financial Planning (PFP) 適用的唯一維度。若要顯示
跨輸入立方體的所有維度，請選取所有輸入立方體。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如果您登錄立即可用整合的應用程式，則不需要指定首碼。
該首碼會與應用程式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
當您要建立應用程式與所選取整合的關聯時，一般會在應用程式名稱前面加上首碼。您可
以建立多個可處理不同商業需求的整合定義。例如，您可以有一個整合參照 Project
Management 中的預設工作曆期間，還有另一個整合具有替代工作曆的自訂對映。如果您
初始化立即可用整合，則不需要指定首碼。

7.

按一下確定。

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中分類專案維度
定義整合定義的第二個步驟是重新分類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中的專案、專案元素
和資源類別維度。已在 Planning 中從預設名稱重新命名維度時，這是必要的。為了讓資料整
合識別正確的維度，請將維度分類為「專案」、「專案元素」和「資源類別」，讓它們對應至
Project Management 中的相同維度。
若要分類「專案」、「專案元素」和「資源類別」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右側的
程式詳細資料。

2.

從維度名稱列中選取專案，然後從維度分類下拉清單中選取專案。

，然後選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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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維度名稱列中選取專案元素，然後從維度分類下拉清單中選取專案元素。

4.

從維度名稱列中選取資源類別，然後從維度分類下拉清單中選取資源類別。

5.

按一下儲存。
不需要重新分類整合定義的其餘應用程式維度。
下面顯示整合定義所需的維度分類：

登錄 Reporting Type 應用程式
定義整合定義的第三個步驟是登錄「報表類型」(專案報表立方體 (PFP_REP)) 應用程
式。
若要登錄「報表類型」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 EPM 本機。

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主要 EPM Planning 專案應用程式。

5.

從立方體中，選取報表立方體 - PFP_REP 輸入立方體。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您針對 OEP_PFP 輸入立方體應用程式所選取的相同首
碼。

(新增圖示)。

如果您登錄立即可用整合的應用程式，則不需要指定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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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登錄 Dimensions 應用程式
定義整合定義的第四個步驟是登錄「維度」應用程式，包括：
• 自訂維度
• 實體、專案、工作、員工、資料等的現有自訂成員 (適用時)
• 用來在任何自訂應用程式中建立成員的專案維度中繼資料資訊
若要登錄「維度」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維度。

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

5.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您針對 OEP_PFP 輸入立方體應用程式所選取的相同首碼。

(新增圖示)。

如果您登錄立即可用整合的應用程式，則不需要指定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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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確定。

初始化整合
初始化整合時會建立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所需的所有
立即可用整合定義。
初始化整合之前，請確定已在資料整合中登錄下列應用程式：
1.

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2.

報表類型

3.

維度

在下列範例中，"EPBCS" 是主要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EPBCS-PFP_REP" 是
「報表類型」應用程式，而「EPBCS - 自訂」是「維度」應用程式。

若要初始化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主要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右側的
後選取初始化整合。

，然

2.

從初始化整合頁面的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PPM)。

3.

從連線中，選取針對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所設定的
來源系統連線名稱。

12-10

第 12 章

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已在來源系統登錄中設定此連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Project Management 來
源。

4.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在使用多個整合定義時的整合定義首碼。
您可以新增整合定義的首碼，以區分它與其他整合定義。您可以建立多個可處理不同商業
需求的整合定義。例如，您可以有一個整合參照 Project Management 中的預設工作曆期
間，還有另一個整合具有替代工作曆的自訂對映。如果您初始化立即可用整合，則不需要
指定首碼。

5.

按一下確定。
立即可用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會載入至「應用程式」頁面中。

如需初始化之後所建立整合定義的描述，請參閱整合定義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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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定義參照
順利完成初始化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整合之後，資料整合
會將下列立即可用的整合定義載入至「應用程式」頁面。
整合定義

描述

匯出專案預算

將已核准專案的預算從 EPM Planning
Projects 匯出至 Project Management。

匯出專案

將已核准專案從 EPM Planning Projects 匯出
至 Project Management。

匯出的專案狀態同步

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更新預算已匯出
至 Project Management 之專案的整合狀態。
在「匯出專案預算」完成之後自動啟動。

匯入專案實際值

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專案的「實際值」。

匯入專案預算

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專案的「預算」。

匯入專案組織

將「實體」階層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
至 EPM Planning Projects。

匯入專案特性

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專案時，會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開始日期和結束日
期這類專案特性。
在「匯入專案」完成之後自動啟動。

匯入專案

從 Project Management 匯入專案，但專案還
不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

匯入的專案狀態同步

將專案從 Project Management 順利匯入至
EPM Planning Projects 時，會在 EPM
Planning Projects 中將狀態標記為已整合。
在「匯入專案預算」完成之後自動啟動。

後續初始化對映
後續初始化對映
多個整合定義可讓您管理跨多個幣別、會計期間和組織邊界的專案整合。您可以在前面
加上具有不同名稱的整合定義，然後建立它與唯一工作曆的關聯，來建立多個整合定
義。在此情況下，您也需要進一步定義每個整合定義中的設定值，以識別整合特有的唯
一值 (例如業務單位、幣別或工作曆)。
例如，假設您已將出口業務和國內銷售業務設定為兩個不同業務單位：「出口」和「國
內銷售」。「出口」業務單位所使用的會計期間，可能與針對國內銷售所選取的會計期
間不同。在此情況下，管理員需要明確地定義用於整合定義的實體或業務單位。
，然後選取「選項」，來新
您可以按一下「整合」頁面上整合專案定義檔案旁邊的
增或修改對映。然後，從「編輯整合」頁面中，選取「選項」或「篩選條件」頁籤。
下表描述您可能需要根據整合定義來定義特定設定值的專案整合定義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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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整合定義名稱

對映要求

匯出專案

在篩選條件頁籤的「值」欄位中，將「實體」值取
代為與特定整合定義相關聯的業務單位。

匯出專案預算

在篩選條件頁籤中，將用於預先定義之「組織」篩
選條件中的「實體」值取代為與特定整合定義相關
聯的業務單位。
例如，如果篩選條件顯示
@ILvl0Descendants("OEP_Total Entity")，而您
的業務單位是整合定義的 "Domestic Sales"，則請
將 ("OEP_Total Entity") 取代為 ("OEP_Domestic
Sales")。

匯出專案實際值

從選項頁籤的期間對映類型中，選取明確。然後從
工作曆下拉清單中，選取用於匯出專案實際值之來
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如果工作曆欄位空白，且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之間存在對映，系統就會
匯出所有實際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來源對映。

匯入專案

在篩選條件頁籤的「值」欄位中，指定用於特定整
合定義的「業務單位」值。
在過去專案最大存在天數中，指定整合定義中要包
含之作用中和已關閉專案的天數。
例如，如果您輸入值 10，就會包含過去 10 天內完
成的專案。但如果您輸入 365，則最多會移轉 1 年
前的專案。

匯入專案預算

在篩選條件頁籤的「值」欄位中，指定用於特定整
合定義的「業務單位」值。
在過去專案最大存在天數中，如果有多個幣別，則
您可以選擇包含處於作用中狀態的過去專案。作法
是指出您要包括的過去天數。值預設視為 "0"。只
有在匯入時，才會考慮完成日期在今天或更晚 (而
非更早) 的專案。一律會匯入所有作用中未來結束
專案。

匯入專案實際值

在篩選條件頁籤的值欄位中，指定會計工作曆名
稱。
從選項 頁籤的期間對映類型中，選取明確。然後從
工作曆下拉清單中，選取用於匯出專案實際值之來
源期間對映工作曆的名稱。
如果工作曆欄位空白，且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Project Management 之間存在對映，系統就會
載入所有實際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來源對映。

匯入專案特性

在篩選條件頁籤的值欄位中，指定用於特定整合定
義的「業務單位」值。
在過去專案最大存在天數中，如果有多個幣別，則
您可以選擇包含處於作用中狀態的過去專案。作法
是指出您要包括的過去天數。值預設視為 "0"。只
有在匯入時，才會考慮完成日期在今天或更晚 (而
非更早) 的專案。一律會匯入所有作用中未來結束
專案。
例如，如果您輸入值 10，就會包含過去 10 天內完
成的專案。但如果您輸入 365，則最多會移轉 1 年
前的專案。

12-13

第 12 章

整合 EPM Planning Projects 與 Oracle Fusion Clou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對映自訂維度
如果 EPM Planning Projects 或 Project Management 應用程式具有自訂維度，則您必
須定義整合定義中來源到目標維度的必要對映。例如，如果已建立「匯入專案實際值」
整合定義來容納專案相關業務單位，而業務單位所使用的幣別不是業務單位的分類帳幣
別，則會在資料整合的「對映維度」頁面上對映自訂幣別維度。
若要對映自訂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在左欄的選取來源維度欄中，從下拉清單中選取來源維度名稱，以指派給右欄中的
目標維度。

3.

按一下儲存。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定義期間對映
期間對映會定義 Project Management 工作曆與 EPM Planning Projects 應用程式年度
或期間之間的對映。您可以使用兩種方法來定義期間對映：
• 預設期間處理
• 明確期間處理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使用一致的期間定義和期間命名時，請
使用預設期間處理。例如，如果在兩個系統中使用每月工作曆，而且 Jan-20 這類期間
名稱與兩個系統相符，則您可以在整合中使用「預設值」「期間對映類型」。您不需要
其他對映。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期間定義或期間命名慣例不同時，請使
用明確期間處理。在此情況下，您需要定義「應用程式期間」與「來源期間」對映。
• 使用「應用程式期間對映」來定義 Project Management 中所使用的「期間名
稱」。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應用程式對映。
• 使用「來源期間對映」來定義 EPM Planning Projects 和 Project Management 中期
間之間的對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來源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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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應用程式對映
使用應用程式對映來指定 Project Management 預算匯出目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期間對映。
您在這裡建立的對映只會套用至個別 Project Management 匯出目標應用程式。如果未選取匯
出目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對映，則系統會使用針對全域對映中期間所定義的全域對映。

備註：
在 Project Management 中，支援包含每月、4-4-5、5-4-4 和 4-5-4 的 12 期間「會
計工作曆」。不支援 4-4-4「會計工作曆」。

若要為應用程式建立期間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資料管理。

2.

在設定頁籤的整合設定下，選取期間對映。

3.

選取應用程式對映頁籤。

4.

在目標應用程式中，選取要新增或修改應用程式期間對映的目標應用程式專案預算匯出目
標應用程式。
如果您使用多個整合工作 (例如，使用多個工作曆時)，則必須選取在初始化時建立的專案
預算匯出目標應用程式名稱，然後指定期間對映。例如，如果您已為 "45_Project Budgets
Export" 整合設定唯一工作曆，則請從目標應用程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此名稱，如下所示。

5.

按一下新增。
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此頁面列出專案預算匯出目標應用程式之應
用程式對映中未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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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要新增的 Project Management 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
例如，您可以選取 Jan-20。

7.

在應用程式頁籤上，針對您已在步驟 6 中選取的期間選取期間索引鍵。

8.

在期間名稱中，如果您置換針對全域對映中期間所定義的期間名稱，則請輸入對應
至 Project Management 期間的期間名稱。否則，系統會使用針對全域對映中期間
所定義的期間名稱。
例如，如果期間名稱在資料管理中顯示為 Jan-20，則在這是於 Project
Management 中如何定義名稱時，您可以將它變更為 January-20。

9.

在目標期間月份中，輸入目標期間月份。
目標期間月份是所有資料管理應用程式對映的必要項目，但它不會影響匯出至
Project Management 時所使用的期間名稱。

10. 按一下儲存。

套用來源對映
需要來源對映，才能建立實際值與預算之間的期間對映。如果您已在 Project
Management 中初始化不同的整合來容納多個會計工作曆，則必須定義每個整合定義的
來源期間對映。
「來源對映」頁籤包含兩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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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 選取來源系統與對映類型。
• 網格 - 定義期間對映。只能為「全域對映」上所定義的期間定義對映。無法在此頁籤上建
立新的資料管理期間。

備註：
執行整合之前，您可以選擇「預設」期間對映和「明確」期間對映。如果您選擇「來
源期間」對映，則會根據期間索引鍵和先前期間來對映來源期間。

若要建立來源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資料管理。

2.

在設定頁籤的整合設定下，選取期間對映。

3.

選取來源對映頁籤。

4.

建立實際值和預算時，會在來源系統中選取 Project Management 來源的資料來源。

5.

在對映類型中，選取明確。

6.

按一下新增。
隨即顯示「搜尋和選取：期間索引鍵」頁面。此頁面列出未在來源應用程式的來源對映中
使用的所有全域對映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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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取要新增的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
例如，您可以選取 Jan-20。

8.

在來源對映頁籤上，輸入來源系統期間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9.

輸入來源系統期間索引碼，以識別 EPM Planning Projects 期間。

10. 輸入來源系統工作曆名稱，以識別對映。
11. 在 GL 期間中，輸入 Project Management 名稱。
12. 選擇性：輸入對映描述。
13. 按一下儲存。

提示：
若要刪除對映，請選取對映，然後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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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預算修訂與 Budgetary Control
如果您想要從總帳回報 budget-to-actual，則必須將預算寫回 Oracle General Ledger。如果您
想要線上驗證支出，則必須將預算寫回 Budgetary Control。
使用本節中的程序，將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預算修訂
功能準備的預算修訂寫回 Budgetary Control，該功能會在 Budgetary Control 中自動更新總帳
與 EPM 類型控制預算中的預算。
此程序不是用於將使用 Planning 與「預測」功能準備的原始與修訂預算寫回 Oracle General
Ledger 和 Budgetary Control。

程序描述
在高層級，這些是您應該在資料整合中完成，以準備將預算修訂從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的修訂載入至 Budgetary Control 的步驟：
1.

完成 Planning 和 Planning 預算修訂與 Budgetary Control 之間的設定整合步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planning-budgeting-cloud/
epbca/fin_budget_adjustment_setup_102x2f7be273.html

2.

將使用 OEP_FS 的應用程式登錄成為輸入立方體。
此步驟可讓您登錄「Planning 預算修訂」應用程式，以儲存對預算進行的準備或修訂，然
後將其載入至 Budgetary Control。此應用程式名稱會在名稱中附加 "BAR"，例如，
"PRCVisionCityControlB_BAR"。

3.

將 Budgetary Control 登錄成為資料來源，並指定要使用的連線，然後將 Budgetary
Control 餘額 Essbase 立方體匯入至資料整合。
「匯入應用程式」按鈕會將 Budgetary Control 餘額 Essbase 立方體帶到資料整合，以作
為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應用程式。每個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應用程式內的控制預算
維度成員，都代表 Budgetary Control 中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內用來載入和寫回資料的控制預算。
請參閱將 Budgetary Control 登錄為資料來源以及匯入應用程式。

4.

選取資料匯出類別來登錄預算調整修訂，並選取預算調整修訂類型，然後選取應用程式的
Budgetary Control Essbase 立方體。
這類型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名稱會附加 "BAR" (例如，"PRCVisionCityControlB_BAR")。
請參閱登錄預算調整要求。

5.

將 Planning 預算修訂登錄成為資料來源，以儲存對預算進行的準備或修訂，然後將其載
入至 Budgetary Control。
請參閱登錄 Planning 預算修訂。

6.

選擇性：如果您使用移轉從另一個環境移轉應用程式，則必須從來源匯入「控制預算」資
訊。在此情況下，選取「控制預算」Essbase 應用程式，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重新整
理成員選項。

7.

在一般頁面上，建立 Planning 預算修訂來源應用程式與預算調整要求之間的整合。
請參閱整合 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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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對映維度頁面上，將維度從 Planning 預算修訂來源對映至預算調整要求來建立
匯入格式。
在此步驟中，您可以將「Planning 預算修訂」維度對映至「預算調整要求」維度。
請參閱對映 Planning 預算修訂和預算調整要求維度。

9.

選擇性：對映將值從選取的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來源匯入至其中的其他屬性
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自訂預算修訂屬性。

10. 在選項頁面上，選取期間對映。

期間對映會定義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與 Budgetary Control 之間的對映。您可
以使用兩種方法來定義期間對映：
• 預設期間處理
• 明確期間處理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和 Budgetary Control 使用一致的期間定義和期間命名
時，請選取預設期間處理。例如，如果在兩個系統中使用每月工作曆，而且 Jan-20
這類期間名稱與兩個系統相符，則您可以在整合中使用「預設值」「期間對映類
型」。您不需要其他對映。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和 Budgetary Control 期間定義或期間命名慣例不同時，
請使用明確期間處理。在此情況下，您需要選取與明確來源期間對映相關聯的工作
曆。
請參閱定義預算調整選項。
請記下關於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Budget Revisions 與 Budgetary Control 整合的下
列資訊：
• 您不可以使用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到 Budgetary Control 的成員對映。您只能
使用匯入運算式來新增首碼，或指派額外維度的常數值。
• 您不可以從資料整合的「執行整合」頁面中執行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與
Budgetary Control 整合。執行「籌資檢查」或「籌資保留」動作時，只會從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呼叫執行整合步驟。
• 您無法在「工作台」中檢視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與 Budgetary Control 整合的
結果。

將使用 OEP_FS 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登錄成為輸入立方體
將使用 OEP_FS 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登錄成為輸入立方體。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 EPM 本機。

4.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與 OEP_FS 立方體關聯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

5.

從立方體中，選取輸入立方體 - OEP_FS。

6.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新增圖示)。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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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登錄 Oracle ERP Cloud 來源系統
整合「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時，請先建立 Oracle ERP Cloud 類型的來源
系統，然後指定連線資訊。
若要將 Oracle ERP Cloud 新增成為來源系統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選擇性：您可以按一下

，然後從應用程式，選取

3.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5.

從

6.

在名稱中，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7.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8.

在服務 URL 中，輸入 Web 服務的伺服器資訊。

來啟動資料整合。

(「設定連線」圖示)。

(「新增」下拉清單圖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例如，輸入 https://server。
9.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Budgetary Control 使用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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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的名稱，此使用者會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Oracle ERP Cloud 之間啟動傳送資訊的程序
要求。此使用者必須被指派「預算管理員」工作角色。
10. 在密碼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碼。

您必須在變更您的 Oracle ERP Cloud 密碼時立即更新此密碼。
11. 按一下測試連線。

正確地測試連線時，會顯示「連線至 [source system name] 成功」參考訊息。
12. 按一下確定。

將 Budgetary Control 登錄為資料來源以及匯入應用程式
此步驟顯示如何登錄 Budgetary Control 作為資料來源，以及如何匯入 Budgetary
Control 應用程式。
若要登錄 Budgetary Control 作為資料來源，並將 Budgetary Control 餘額 Essbase 立
方體匯入至資料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3.

從動作下拉清單中，選取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新增圖示)。

備註：
請確定，您按一下「應用程式」頁面而非首頁上的
5.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6.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7.

從連線中，選取用來連線至 Oracle ERP Cloud 的連線名稱。

8.

啟用 Budgetary Control。

9.

按一下匯入應用程式。

。

「匯入應用程式」按鈕會將 Budgetary Control 餘額 Essbase 立方體帶到資料整
合，以作為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應用程式。每個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應用程
式內的控制預算維度成員，都代表 Budgetary Control 中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內用來載入和寫回資料的控制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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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您必須在變更控制預算維度或新增控制預算時，重新執行匯入應用程式。
控制預算餘額儲存在 Essbase 立方體中。若要取得控制預算的立方體名稱，請
將滑鼠暫留在「管理控制預算」頁面中的控制預算名稱上。預算控制立方體的名
稱將用作目標對映。

10. 按一下確定。

登錄 Planning 預算修訂
此步驟可讓您從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登錄「Planning 預算修訂」。
若要登錄「Planning 預算修訂」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3.

依序從資料整合首頁和動作中，選取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新增圖示)。

備註：
請確定，您按一下「應用程式」頁面而非首頁上的

。

5.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6.

從類型中，選取 Planning 預算修訂。

7.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尾碼為 OEP_FS 的「Planning 輸入」立方體。

8.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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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確定。

登錄預算調整要求
此步驟可讓您登錄將已核准 Planning 預算修訂中的修訂載入其中的「預算調整要求」
功能。
若要登錄「預算調整要求」：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3.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中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5.

在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依序選取類別和資料匯出。

6.

從類型中，選取預算調整要求。

7.

從應用程式中，選取 Budgetary Control 立方體的名稱。

8.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新增圖示)。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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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確定。

整合 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
您可以將「Planning 預算修訂」從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中的已核准預算整合至「預算調
整要求」。這項整合可讓您只需要挑選「Planning 預算修訂」應用程式，以及指定目標「預算
調整要求」，然後設定應用程式之間的對映。
若要建立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

「一般」頁面會顯示於「建立整合」檢視中。
2.

在名稱和描述中，輸入預算修訂整合的名稱和描述。
在連線中，使用整合名稱作為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中的參數，如下面的值參數所
示。
多個控制預算共用相同的立方體時，相同的對映可用於新增其他具有控制預算名稱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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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設定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與 Budgetary Control 之
間的整合 。
3.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4.

按一下

5.

從選取來源頁面中，選取「Planning 預算修訂」應用程式。

(選取來源)。

「Planning 預算修訂」應用程式的名稱會在應用程式名稱加上尾碼 "_BAR" (例如，
"OEP_FS_BAR")。
「Planning 預算修訂」來源系統會登錄在資料整合中，而且會顯示在具有
示的選取來源頁面中。

圖

。
6.

按一下

(選取目標)。

這是已在前一個步驟中建立的目標。
7.

從選取目標頁面中，選取 Budgetary Control 立方體應用程式。
目標應用程式會顯示在具有

圖示的選取目標頁面上。

預算控制會加上尾碼 "_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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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從位置屬性的功能性幣別下方，指定用於預算修訂的幣別。
例如，若要指定美元，請指定美金。

9.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下一個步驟是對映維度。

對映 Planning 預算修訂和預算調整要求維度
作為「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間之整合的一部分，您可以將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維度對映至 Budgetary Control 目標維度。例如，您也可以自訂和擴充這些整合，方
法是視需要套用符合商業需求的運算式。
若要對映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2.

從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從類型中，選取分隔 - 所有資料類型，然後按一下儲存以重新整理列。

4.

在對映網格中，完成下列動作，以將來源資料載入檔案中的來源欄對映至目標應用程式中
的維度：
a.

在選取來源維度中，指定要指派給「預算調整要求」目標維度的「Planning 預算修
訂」來源維度名稱。

b.

將計畫元素對映至計畫元素、將期間對映至計畫期間，以及將年度對映至計畫年度。

c.

新增每個 Budgetary Control 維度的「目標維度」運算式。最常見使用案例的一般運算
式是：
• Copysource - 使用 Budgetary Control 的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中的相同成員
名稱
• LTrim - 移除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中所使用的首碼。
• Constant - 在 Budgetary Control 中指派額外維度的常數值。

這是必要步驟 - 來源必須對映至目標，並新增目標運算式。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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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映自訂預算修訂屬性
您可以對映將值從選取的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來源匯入至其中的其他屬性欄。您
可以輸入運算式欄位中屬性的值，以在處理期間新增值。
若要對映自訂「預算調整修訂」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

2.

按一下

3.

從動作下拉清單中，選取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預算調整修訂」應用程式右側的
程式詳細資料。

(應用程式叢集)。

(資料交換 圖示)，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然後選取應用

「預算調整修訂」應用程式會與資料匯出類別相關聯。
5.

在屬性字元 1 -10 中，對映任何其他屬性，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下列範例中，已將標頭號碼新增至屬性字元 1 值。

定義預算調整選項
您可以使用選項來定義「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整合中所使用的期間
對映類型。您可以使用預設期間對映或明確期間對映。請注意，您只能在「選項」中選
取期間對映類型。系統會預先選取所有其他選項，而且無法進行變更。

提示：
請複查與控制預算期間和會計年度對齊的日期對映，您可能需要修改自動建立
的對映

若要指定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期間對映類型，選取期間的對映類型。

，然後選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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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選項：
• 預設值 — 整合使用資料管理中定義的「期間索引鍵」和「前期索引鍵」，以決定整合
執行時對映至每個資料管理期間的來源「總帳」期間。
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會自動設定「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之間的
預設期間對映。
• 明確—如果 EPM Planning Financials 期間與 Budgetary Control 期間的類型不相同，
則此整合會在可使用「明確」期間對映時使用資料管理中所定義的「明確」期間對
映。例如，EPM Planning Financials 是每月而 Budgetary Control 是每季。
明確對映是使用來源系統選項中的工作曆期間所設定。您可以從「工作曆」下拉清單
中選取要用於整合的實際工作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來源對映。
3.

從工作曆中，選取用於整合「Planning 預算修訂」與「預算調整要求」間之資料的來源期
間對映工作曆名稱。

4.

按一下儲存。

載入 Oracle ERP Cloud 的資料
您可以使用資料整合作為整合機制，以從 Oracle ERP Cloud 提取資料子集，而不需要直接連
線至 Oracle Fusion Financials 來源。使用此功能，您可以從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或
Supply Chain 的資料來源進行匯入。
若要這麼做，您可以使用資料來源配接器型架構，而此架構會從作為資料來源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來查詢資料。BI Publisher 會直接從 Fusion Financials 資
料庫表格擷取 Oracle ERP Cloud 資料。您可以在查詢基礎中包含 Oracle ERP Cloud 中任何
種類的記錄，或將其視為查詢基礎。系統將資料帶入資料整合時，可以將資料和中繼資料依序
對映並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您可以使用預先封裝的查詢，或自訂 BI Publisher 報表來定義您自己的報表參數，以從 Oracle
ERP Cloud 擷取資料。

使用預先封裝的查詢來整合 Oracle ERP Cloud 資料的程序描述
資料整合隨附預先封裝的查詢，它會把 Oracle ERP Cloud 提供的內建資料擷取作為資料來
源。
如需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12.2.1.3.0。
以下是如何使用資料整合隨附的預先封裝查詢，從 Oracle ERP Cloud 載入資料的步驟。
1.

Oracle ERP Cloud 整合需要您對 Oracle ERP Cloud 具備權限或使用者角色以及資料存取
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求。

2.

將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類型登錄為 Oracle ERP Cloud，並指定您的使用者認證。
此步驟包含指定連線詳細資料，以及測試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3.

把應用程式登錄成為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類型，並加以儲存。
系統會自動將已上傳的檔案擷取植入來源欄。
請參閱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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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應用程式篩選條件」的整合選項中提供輸入值。

備註：
定義任何必要篩選條件以限制由 BI Publisher 擷取傳回的資料量。篩選條
件可確保最佳載入效能。
5.

藉由建立匯入格式，設定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
對映。
請參閱對映維度。

6.

定義用來關聯匯入格式的位置。

7.

對映來源與目標之間的維度。
請參閱對映維度。

8.

將成員從來源對映至目標。
請參閱對映成員。

9.

選取任何來源和目標選項。
請參閱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10. 執行整合作業。

請參閱執行整合。

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連線可以用來登錄和管理下列資料來源：
• Oracle ERP Cloud
•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專案管理
• Budgetary Control 預留預算、債務款項、支出和寫回資料來源。「預算複查」資料
來源
若要建立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在連線頁面上，從
Cloud。

(「設定連線」圖示)。

(「新增」下拉清單圖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 Oracle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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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名稱中，輸入來源系統名稱。

5.

在描述中，輸入來源系統的描述。

6.

在服務 URL 中，輸入 Web 服務的伺服器資訊。

7.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名稱。
輸入 Oracle ERP Cloud 使用者的名稱，此使用者會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Oracle ERP Cloud 之間啟動傳送資訊的程序要求。此使用者必須
被指派如「財務分析師」、「普通會計人員」或「普通會計經理」等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工作角色。

8.

在密碼中，輸入 Oracle ERP Cloud 密碼。
您必須在變更您的 Oracle ERP Cloud 密碼時立即更新此密碼。

9.

按一下測試連線。
正確地測試連線時，會顯示「連線至 [source system name] 成功」參考訊息。

10. 按一下確定。

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擷取非總帳的資料，然後將其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這些資料來源的類型可讓您定義由資料整合參照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擷取，以便直接從 Oracle ERP Cloud 來源提取資料，例
如應付帳款、應收帳款、固定資產及供應鏈。
資料整合提供對 Oracle ERP Cloud 來源的預先封裝查詢，包括：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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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此外，您可以針對 BI Publisher 資料擷取來建立並執行自訂查詢。在此情況下，請在資
料整合中使用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資料來源配接器，從 BI Publisher 匯入來源
CSV 檔案，然後設定要使用的報表參數。

備註：
包含 Oracle ERP Cloud 的整合需要您對所有 ERP 分類帳具備權限或使用者
角色以及資料存取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安全
性角色需求。
您必須使用 Oracle ERP Cloud 系統類型登錄資料整合資料來源的來源系統，
並指定您的使用者認證。此步驟包含指定連線詳細資料，以及測試連線。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若要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3.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4.

從類型中，選取預先封裝的 Oracle ERP Cloud 查詢的類型。

(新增圖示)。

可用 Oracle ERP Cloud 類型：
• Oracle ERP Cloud (應付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應收交易)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 平均)
• Oracle ERP Cloud (試算表)
應用程式中顯示的預先封裝應用程式名稱取決於在此欄位中選取的預先封裝 Oracle
ERP Cloud 查詢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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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6.

按一下確定。

將應用程式篩選條件套用至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
所有應用程式篩選條件都是在您針對 Oracle ERP Cloud 來源選取任何預先封裝查詢的時候預
先定義的。然而，您可以在整合選項中提供輸入值。
您可以選取動態篩選條件，以便在您需要在執行整合或應用程式層級定義實際參數值時，將該
篩選條件定義成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的報表參數。
動態篩選條件的範例：「幣別類型」，可讓您選取「已輸入」、「統計型」或「總計」。
您可以指定單一篩選條件或多個篩選條件，此外，還可指定要傳回的摘錄值。
在某些案例中，您可以變更「報表」參數清單中的靜態參數值，方法是把該值替換成以「$$」
標記括住的參數值。這種類型的篩選條件適用於「分類帳 ID」和「期間」參數。
例如，您可以將靜態參數值 argument1 = $LEDGER_NAME$ 新增至「報表參數清單」作為參
數。
在「編輯選項」頁面中，已輸入該參數的顯示名稱。這是在「選項」頁面中顯示時的名稱：

這是參數在整合定義的「選項」頁籤中的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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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預先定義的參數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可用來選取
採用 POV 資料格式的特定期間。如需如何使用這兩個參數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選取
Oracle ERP Cloud 的期間報表參數。
新增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的篩選條件。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右邊的
選項。

2.

從編輯選項頁面，按一下新增 (

，然後選取編輯

)。

隨即顯示空白輸入行。
3.

完成以下動作，選取任何要傳遞的參數：
a.

在名稱欄位中，指定參數的名稱。

b.

在顯示提示中，輸入該篩選條件在資料管理的來源選項頁籤上，或是在資料整
合的編輯整合頁面上的顯示提示名稱。

c.

在顯示順序中，指定該篩選條件在來源選項或編輯整合頁面上的顯示順序。
若此欄位空白，則無法顯示自訂篩選條件，而且會使用預設值作為篩選條件
值。
例如，您可以輸入 99，以顯示位於第 99 位置序列的篩選條件，或是位於篩選
條件清單中第 99 個位置的篩選條件。顯示順序是從最低到最高來排列的。

d.

在特性層級下拉清單中，選取參數的顯示層級 (應用程式、整合，或應用程式與
整合)，指示要在哪個層級顯示篩選條件。

e.

若要提供使用查詢類型列出之值的下拉清單，請在驗證類型中選取下列其中一
項：
• 無
• 數字
• 查詢驗證
• 查詢無驗證
• 是/否
• 日期
• 查詢
• 選擇清單— 您可以在「驗證物件」欄位中輸入值的清單。一行輸入一個
值。「選項」頁面上的值清單 (LOV) 會以清單形式顯示值。
例如，若要將「僅限已取消的發票」選項設定為「否」，請在僅限已取消的發
票之參數欄位中選取否。

f.

在驗證物件中，輸入要依類型驗證的查詢物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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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上面選取選擇清單驗證類型，若要輸入值清單，請按一下
件」頁面輸入值清單，然後按一下確定。

4.

，在「驗證物

在條件清單中，提供以下列其中一個或所有條件為依據的條件清單：
• EQ (Equal)
• IN
• 類似
條件值可以是 Equal、Like 或 In。條件值可儲存為 CONDITION_LIST 欄位中的下拉清
單。若值為 EQ,IN，「條件」下拉清單中只會顯示 Equal 和 In。若值為 EQ LIKE，下拉清
單中只會顯示 Equal、Like。EQ,IN,LIKE 的任一組合會儲存在欄位中。若只在「條件清
單」中提供一個值，則無法變更條件。預設值為 EQ。指定多個條件時，請在條件的前面加
上逗號。例如，若要使用 IN 和 LIKE 條件，請輸入：,IN,LIKE

5.

選擇性按一下儲存。

選取 Oracle ERP Cloud 的期間報表參數
當您從 Oracle ERP Cloud 匯入資料時，可以選取您要提取哪個期間的資料，方法是
在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標記中 (使用日期專用的格式來) 指定日
期。
日期格式的有效值包括：
• dd：每月的第幾天，此處表示一年中的某一天，而非一個月中的某一天
• MM 或 MMM：月份
• yy 或 yyyy：年度
當「From Entered Date」和「To Entered Data」使用下列格式指定時：(yyyy-MM-dd)。如要
匯入從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1 月 31 日的資料，請在「From Entered Date」欄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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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1 來作為報表參數，然後在「To Entered Date」欄位輸入 2021-01-31 來作為
報表參數。
如果您要指定單一期間的載入作業，請選取 $START_PERIODKEY$ 標記，以指出資料
載入規則要從哪個期間索引鍵開始執行。系統會匯入在 $START_PERIODKEY$ 標記中
指定之期間的資料。單一期間載入作業並不需要來源期間對映。
您也可以使用 $START_PERIODKEY[MM-yy]$ 格式選取實際的期間來變更
"ACCOUNTING PERIOD NAME"。
當您執行多期間載入作業時，系統會匯入某個時間範圍內的資料，而您必須在
START_PERIODKEY 和 END_PERIODKEY 參數清單中指定這個範圍。為讓系統能夠
將資料載入至正確的期間，來源期間對映必須與資料擷取中的「年度」和「期間」欄完
全吻合。
如果報表接受把期間當作時間範圍，您就能夠執行多期間的匯入作業。如果報表只接受
期間名稱 (START_PERIODKEY 參數)，您就無法執行多期間匯入作業。

使用自訂查詢來整合 Oracle ERP Cloud 資料的程序描述
您可以使用自訂查詢從 Oracle ERP Cloud 擷取資料，然後將該資料載入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系統會針對產生 CSV 格式資料檔案
的任何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執行自訂查詢，然後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在這個案例中，資料整合會執行報表來擷取資料，然後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
以下是使用利用自訂查詢的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從 Oracle ERP Cloud 將資料載入
至 EPM Cloud 的步驟。

備註：
若要在 EPM Cloud 建立自訂 Oracle ERP Cloud 整合定義，並將其登錄成為
ESS 工作，請參閱將 BI Publisher 報表登錄成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1.

Oracle ERP Cloud 整合需要您對於要整合的所有 ERP 分類帳具備權限或使用者角
色以及資料存取權。如需有關 Oracle ERP Cloud 安全性角色需求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 Oracle ERP Cloud Securing ERP。

2.

導覽至 Oracle ERP Cloud，然後按一下排定新程序以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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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搜尋並選取頁面的名稱中，選取某個報表或擷取，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選取任何一個 BI Publisher 報表，只要它能產生 CSV 格式的輸出檔案。並非所有
Fusion 報表都能產生 CSV 格式檔案。

例如，只要輸入試算，即可搜尋試算表報表。

4.

在程序詳細資料中，選取擷取或報表的參數，然後按一下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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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範例中，「分類帳」是 Vision Operations，而「金額類型」是 YTD 或
PTD。
請務必要指定「會計期間」。如果您在資料整合中設定「會計期間」參數，就能夠
讓報表重複使用。

備註：
除非在 Oracle ERP Cloud 端選取的擷取包含一或多個傳遞自 EPM Cloud
的繫結參數，否則 Oracle ERP Cloud 和 EPM Cloud 整合將會失敗。在
SQL 陳述式中，繫結參數是實際值的保留位置。繫結參數必須被波狀符號
(~~) 字元括住。例如，若要將 "Period" 當作繫結參數，請指定：
~PERIOD~。而名稱必須與您在 SQL 查詢中指定的名稱完全相符。
如要讓名稱完全相符，請直接在「資料模型」查詢沒有參照的報表中建立
繫結參數。然後在資料整合的「報表參數清單」中隨機指定一個字串 (例
如 "ABC")，系統會把該字串傳遞到您在報表定義中建立的繫結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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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系統產生報表時，「輸出」區段會顯示提交的結果。

5.

按一下重新發布，然後按一下報表輸出頁面上的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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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 CSV 輸出檔案，並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該檔案，然後選取開啟。

7.

將報表儲存在您的本機檔案系統中。
請將已下載的輸出檔案重新命名成 Appname.csv，其中 Appnam 是在資料整合中，
代表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之「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的預定應用程式名稱。

8.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9.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新增圖示)。

10.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11.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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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從檔案按一下

並導覽至您儲存 CSV 檔案的資料夾，選取該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系統會將報表儲存成目標應用程式，並自動植入「應用程式名稱」。
13.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14. 按一下確定。
15. 按一下儲存。

資料整合會登錄應用程式，並傳回「維度詳細資料」中的所有資料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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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的

料。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

17. 在連線名稱中，指定來源系統的名稱。

例如，如果您來源系統的名稱是「ERP Cloud」，請指定 ERP Cloud。
您還可以使用 Oracle ERP Cloud 或 GL 來源系統的名稱，或是定義新的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設定 Oracle ERP Cloud 連線 。
18. 執行方法—指定執行工作的方法。

有效選項：
• BIP 報表—以同步模式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這在 Oracle ERP Cloud 例項中
會有大約 5 分鐘的逾時限制。此方法適合較小的資料集或快速執行的查詢。
• ESS 工作—以非同步模式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不會有執行時間限制。
19. 報表名稱—當執行方法為 BIP 報表時，輸入報表的名稱及完整報表路徑。例如，輸

入 /Custom/MyReport.xdo。當執行方法為 ESS 工作時，請將此欄位留白。

如果您需要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尋找報表的名稱，請完成以下步驟：
a.

瀏覽至 Oracle ERP Cloud、尋找報表，然後選取報表與分析來擷取參數資
訊。

b.

按一下瀏覽目錄。

c.

尋找並選取擷取或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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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依序按一下更多及特性。

e.

在自訂特性區段中，向下捲動至路徑欄位。

f.

複製路徑 (和名稱)，然後當您在資料整合中登錄應用程式時，貼到報表名稱欄位中。

20. 返回資料整合，然後在報表參數清單中指定自訂查詢的報表參數。

如果需要識別報表參數，請完成以下動作：
a.

瀏覽至 Oracle ERP Cloud，然後在概觀頁面上選取該報表，並按一下重新提交。
這個步驟可讓您檢視及擷取您在 BI Publisher 擷取或報表中定義的報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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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系統會產生一系列的報表參數。

b.

複製在警告視窗中顯示的報表參數。

c.

瀏覽至資料整合，然後將警告視窗中的報表參數貼到您自訂查詢的報表參數清
單欄位中。
請確保您在「報表參數清單」中隨機指定一個字串 (例如 ABC)，系統會把該字
串傳遞到您在報表定義中建立的繫結參數。如果您所建立報表的查詢沒有從
EPM Cloud 傳遞來的繫結參數，EPM Cloud 端的程序將會失敗。

21. 在資料整合中，藉由建立匯入格式，設定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與目標應用

程式之間的整合對映。
請參閱對映維度。

22. 定義用來關聯匯入格式的位置。
23. 將成員從來源對映至目標。

請參閱對映成員。

24. 選取任何來源和目標選項。

請參閱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25. 執行整合作業。

請參閱執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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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BI Publisher 報表登錄成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當您使用 Oracle ERP Cloud 建立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擷取作為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合定義的基礎時，可以執行整合而不會
發生執行時間限制。若要這樣做，您必須在整合定義中將 BI Publisher 報表登錄成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登錄 ESS 工作的程序描述
以下是如何將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擷取登錄成為 ESS 工作的高階描
述。
1.

定義資料擷取 SQL。
BI Publisher 報表的來源是定義來源查詢與參數定義的資料模型。在可以定義擷取之前，
您必須先定義來源擷取 SQL。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擷取程序。

2.

建立用於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的資料模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用於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的資料模型。

3.

建立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4.

建立以非同步模式執行的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只有在以非同步模式執行擷取時才需要此步驟。建立用於擷取報表的自訂 ESS 工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5.

使用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作為來源，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建立整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EPM Cloud 與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之間的整合定義。

定義資料擷取程序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的來源是定義來源查詢與查詢中所使用參數的資料
模型。在可以定義擷取之前，您必須先定義來源擷取 SQL。
以下範例顯示從 GL_BALANCES 表格擷取所指定期間與分類帳之淨值活動的範例查詢。您可
以指定來源中的任何表格，但是為了簡單明瞭及易於使用，此處提供 GL 餘額範例。
若要定義資料擷取程序：
1.

使用 SQL 工具建立查詢。
在此範例中，使用 SQL 工具建立查詢，以易於在 BI Publisher 中使用之前對結果進行除
錯。如果無法使用執行此步驟的工具，可以只在 BI Publisher 中輸入查詢。這是基本查
詢，並包含其他繫結變數，以便在擷取程序中，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傳遞期間與分類帳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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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要在執行時，隨著查詢一起傳遞的繫結參數值，
如要成功整合至 Oracle ERP Cloud，Oracle ERP Cloud 端的已選取擷取必須要有
一或多個傳遞自 EPM Cloud 的繫結參數。
以下是已經新增至查詢的兩個繫結參數：

以下是對分類帳 "Vision Services (USA)" 與期間 "Jul-20" 查詢的輸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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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用於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的資料模型
在此步驟中，建立用於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擷取的資料模型。
資料模型是包含一組指示的物件，以供 BI Publisher 擷取與建構報表資料。資料模型是以個別
物件的方式存在於目錄中。在最簡單的情況下，資料模型可以是從單一資料來源擷取的一個資
料集 (例如從員工表格欄傳回的資料)。資料模型也可以很複雜，可以包含參數、觸發程式與散
發定義，以及多個資料集。
若要建立資料模型：
1.

在工具下的 Oracle ERP Cloud 中，導覽至報表與分析。

2.

BI Publisher 開啟時，按一下瀏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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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開啟新頁籤，您可以在此建立新的資料模型。這對於所有 BI Publisher 擷取是
必要的，並且是 BI Publisher 報表的來源。
3.

按一下資料模型。

4.

從資料模型頁面，選取 SQL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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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查詢的名稱，然後在 SQL 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標準 SQL。

6.

在 SQL 查詢中，貼上前一個區段定義的 SQL，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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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新增參數頁面，檢查要包含的繫結參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會自動偵測繫結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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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從資料模型頁面的特性，在資料集選取查詢。
便會顯示查詢欄。

9.

選取特性，視需要編輯群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10. 從資料模型頁面，按一下資料頁籤，輸入繫結參數的範例值以檢視查詢的範例資料。

您可以使用樹狀結構和表格格式來檢視資料。

12-51

第 12 章

載入 Oracle ERP Cloud 的資料

11. 按一下另存為範例資料。

必須要有範例資料才能建立報表版面配置，並預覽報表定義。
12. 從資料模型功能表導覽至參數，然後選取列位置順序。

順序很重要，必須在報表定義中定義相同的順序。
13. 確認列，然後按一下儲存。

14. 會提示您選取儲存資料模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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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儲存後，檢視資料模型並且在 BI Catalog 中進行任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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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資料模型之後，便可作為 BI Publisher 擷取的基礎。

建立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您會在此步驟中建立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擷取，用以作為包含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整合的資料來源。
若要建立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1.

在 BI Publisher 中，選取新建，然後在已發布報表下選取報表功能表選項以建立新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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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建立報表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資料模型以使用現有的資料模型，接著從使用現有資料模
型建立報表選取資料模型，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3.

在下一頁中，保留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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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下一頁中，取消勾選頁面底部的顯示總計列欄位。

5.

在同一頁中，從左側窗格的資料來源，將欄拖放至右側窗格中包含擷取之所有欄的
版面配置區。
顯示的範例資料是以您在建立資料模型時產生的範例資料為基礎。

6.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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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報表儲存至所要的位置。
在此範例中，報表定義會儲存至 /Custom/EPMReport.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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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存報表之後，請執行此報表以確認能夠正確顯示資料。接著，視需要為繫結參數
提供範例值。

9.

確認列的位置順序，編輯報表並確認順序與資料模型相同。

10. 編輯報表時，請確定包含 CSV 作為報表的預設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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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以同步模式執行擷取時，不需要將預設輸出格式設為 CSV，因為會以 CSV 作為
參數呼叫執行。但是，以非同步模式執行時，自訂 ESS 工作必須將預設格式設
為 CSV。
11. 若要選取 CSV 作為預設輸出格式，請按一下以清單方式檢視。

12. 從輸出格式勾選資料 (CSV)。

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
您可以將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登錄成為 Oracle Enterprise Scheduler
(ESS) 工作，以非同步模式來執行整合。此模式可讓您排定不受逾時限制，以特定間隔執行的
工作。
若要建立 ESS 工作並且以非同步模式執行擷取：
1.

在 BI Publisher 中，導覽至我的企業，然後選取設定與維護。

2.

從主旨區域下拉清單中，選取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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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搜尋。

4.

搜尋管理企業排程器，然後選取財務、供應鏈管理及相關應用程式的管理企業排程
器工作定義與工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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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管理工作定義頁面上，按一下

以新增與建立新的 ESS 工作。

6.

在財務、供應鏈管理及相關應用程式的管理企業排程器工作定義與工作集頁面上完成以下
欄位：
a.

顯示名稱—輸入擷取的使用者定義名稱。此名稱會顯示在「排定的程序」底下。

b.

名稱—指定不含空格和特殊字元的英數字元名稱。
此名稱會用於資料整合應用程式選項中的「ESS 工作名稱」。

c.

路徑—指定儲存 ESS 工作的路徑。
此路徑會以 /oracle/apps/ess/custom 之子資料夾的方式建立。例如，如果您指定
epm，ESS 工作路徑則為 /oracle/apps/ess/custom/epm。
此處輸入的路徑會植入資料整合應用程式選項中的 ESS 工作路徑。

d.

工作應用程式名稱—選取 FscmEss。

e.

工作類型—選取 BIPJobType。
此為必要參數，因為資料整合只能觸發 BIPJobType 類型的 ESS 工作。

f.

預設輸出格式—選取 XML。
XML 輸出格式參數是 CSV 格式的額外輸出，但不會變更 CSV 格式，也不會串流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

報表 ID—指定 建立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步驟中所定義自訂報表的報表路徑。
例如，指定 /Custom/MyReport.xdo

h.

啟用從排定的程序提交—勾選以啟用。
此選項可讓您手動呼叫工作，並且在資料不符時進行疑難排解。

7.

在資料模型元件窗格上的參數，按一下建立參數頁面。

8.

以其在報表中相同的建立順序，針對 BI Publisher 中定義的每個自訂報表參數建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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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參數頁面上，視需要使用向上/向下箭號重新排列參數順序。

10.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選取排定新程序以檢視或提交 BI Publisher 工作。

12-62

第 12 章

載入 Oracle ERP Cloud 的資料

建立 EPM Cloud 與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之間的整合定義
在您建立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並將其登錄成為 ESS 工作之後，請定義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之間的整合定
義。
若要建立整合定義：
1.

在 BI Publisher 中，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並且在第一次登錄時，使用 CSV 檔案格
式其匯出至您的本機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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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會想要將下載的 CSV 輸出檔案重新命名為 <Appname>.csv ，其中
<Appname> 是代表 BI Publisher 報表之資料整合中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預定的應用
程式名稱。
2.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3.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4.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5.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ERP Cloud (自訂)。

6.

從檔案，指定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CSV 檔案的名稱，或按一下
並導覽至您
儲存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 CSV 檔案的資料夾，選取該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7.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新增圖示)。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8.

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儲存。

登錄應用程式後，系統便會傳回「應用程式登錄成功」訊息，並且可在「應用程
式」頁面上使用該應用程式，如下所示：

資料整合會登錄應用程式，並傳回「維度詳細資料」中的所有資料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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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的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11.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12. 完成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a.

連線名稱—指定來源系統名稱。

b.

執行方法—指定執行工作的方法。
有效選項：
• BIP 報表—以同步模式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這在 Oracle ERP Cloud 例項中會
有大約 5 分鐘的逾時限制。此方法適合較小的資料集或快速執行的查詢。
• ESS 工作—以非同步模式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不會有執行時間限制。

c.

報表名稱—當執行方法為 BIP 報表時，輸入報表的名稱及完整報表路徑。例如，輸入 /
Custom/MyReport.xdo。當執行方法為 ESS 工作時，請將此欄位留白。

d.

ESS 工作路徑—輸入包含 ESS 工作定義的資料夾路徑。若為自訂 ESS 工作，此路徑
會以 /oracle/apps/ess/custom/ 為開頭。

e.

ESS 工作名稱—輸入 ESS 工作名稱。

f.

報表參數清單—指定自訂查詢的報表參數。
請確定在報表參數清單中隨機指定了一個字串 (例如 "ABC")，系統會把該字串傳遞到
您在報表定義中建立的繫結參數。如果您所建立報表的查詢沒有從 EPM Cloud 傳遞來
的繫結參數，Oracle ERP Cloud 端的程序便會失敗。
如果需要識別報表參數，請完成以下動作：
i.

瀏覽至 Oracle ERP Cloud，然後在概觀頁面上選取該報表，並按一下重新提交。

此時系統會產生一系列的報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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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複製在警告視窗中顯示的報表參數。

iii. 瀏覽至資料整合，然後將警告視窗中的報表參數貼到您自訂查詢的報表參數

清單欄位中。

請確保您在「報表參數清單」中隨機指定一個字串 (例如 ABC)，系統會把
該字串傳遞到您在報表定義中建立的繫結參數。如果您所建立報表的查詢沒
有從 EPM Cloud 傳遞來的繫結參數，EPM Cloud 端的程序將會失敗。

13. 建立新的整合，並選取作為來源的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及目標應用程式。然後建立

剩餘的步驟以建立整合。

a.

藉由建立匯入格式、位置和維度對映，設定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與目標
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對映。
請參閱對映維度。

b.

將成員從來源對映至目標。
請參閱對映成員。

c.

選取任何來源和目標選項。
請參閱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d.

執行整合作業。
請參閱執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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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向下鑽研至 BI Publisher 報表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從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整合資料時，您可以
向下鑽研至與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科目餘額資料關聯
的來源。

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向下鑽研至 BI Publisher 報表的程序描述
以下是如何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向下鑽研至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報表的高階描述
1.

定義鑽研目標時所要使用的 BI Publisher 報表。這包括查詢 (extract0、資料模型及任何必
要的參數。
請參閱下列主題以取得詳細資訊：
• 定義資料擷取程序
• 建立用於 BI Publisher 報表擷取的資料模型

2.

根據原始 BI Publisher 報表，使用需要的參數建立向下鑽研 BI Publisher 報表。

例如，您可以包含 "Currency" 和 "Invoice"。

結果顯示從 EPM Cloud 使用幣別與發票詳細資料參數鑽研所回報的發票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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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資料整合中，建立使用 BI Publisher 報表資料來源的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Oracle ERP Cloud 應用程式。

4.

建立新的整合，並選取作為來源的資料來源應用程式，及目標應用程式。然後完成
剩餘的步驟以建立整合。

a.

藉由建立匯入格式、位置和維度對映，設定 Oracle ERP Cloud 資料來源與目標
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對映。
請參閱對映維度。

b.

在對映維度頁面的鑽研 URL 中，輸入鑽研報表的參數。
從工作台進行動態鑽研時會參照這些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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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成員從來源對映至目標。
請參閱對映成員。

d.

選取任何來源和目標選項。
請參閱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e.

執行整合作業。
請參閱執行整合。
執行整合之後，便會在工作台中顯示來源資料。

5.

從首頁按一下導覽器，然後在任務與報告下，選取資料 (

6.

從資料輸入頁面的表單庫下，開啟包含所載入資料來源的表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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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取包含向下鑽研資料的儲存格。

儲存格右上角的圖示
8.

指出它有鑽研資料。

在包含向下鑽研資料的儲存格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鑽研。

選取鑽研後，便可從 EPM Cloud 中的資料表單鑽研至 Oracle ERP Cloud 中的 BI
Publisher 報表。
9.

在資料載入頁面上，按一下鑽研至來源連結。

10. 在金額詳細資料頁面上，在金額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鑽研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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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詳細資料頁面上，複查鑽研的結果。

您也可以選擇向下捲動至「詳細資料」頁面底部，複查在 EPM Cloud 中構成餘額的詳細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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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ERP Cloud 整合的安全性角色需求
Oracle ERP Cloud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合的
Oracle General Ledger 安全性角色需求包括：
• 整合使用者權限
• 整合使用者預先定義的角色
• 整合使用者自訂角色
• 建立白名單

整合使用者權限
Oracle ERP Cloud 中用於 Oracle General Ledger 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合的必要「整合使用者」權限為：
權限

描述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將 Oracle General Ledger 的資料匯入至 EPM
Cloud。

GL_ENTER_BUDGET_AMOUNTS_FOR_FINA 將 EPM Cloud 的資料寫回至 Oracle General
NCIAL_REPORTING_PRIV
Led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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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

描述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
RATION_PRIV

執行用來進行整合的 REST API

整合使用者預先定義的角色
匯入資料時，您可以對整合使用者指派下列其中一個預先定義的角色：
• 普通會計人員
• 分錄管理
• 期間關閉管理
匯入資料和寫回資料時，您可以對整合使用者指派「普通會計人員」預先定義的角色。

整合使用者自訂角色
您可以對整合使用者使用「自訂角色」，然後指派下列權限：
匯入資料時，您可以對整合使用者指派下列其中一個自訂角色
權限

描述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將 Oracle General Ledger 的資料匯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RAT 執行用來進行整合的 REST API
ION_PRIV

匯入資料時，您可以對整合使用者指派下列其中一個自訂角色
權限

描述

GL_RUN_TRIAL_BALANCE_REPORT_PRIV

將 Oracle General Ledger 的資料匯入至 EPM
Cloud。

GL_ENTER_BUDGET_AMOUNTS_FOR_FINANCI 將 EPM Cloud 的資料寫回至 Oracle General
AL_REPORTING_PRIV
Ledger。
FUN_FSCM_REST_SERVICE_ACCESS_INTEGRAT 執行用來進行整合的 REST API
ION_PRIV

建立白名單
如果您在 Oracle ERP Cloud 中啟用了 IP 白名單，請將 Oracle EPM Cloud IP 位址新增至清單
中。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Oracle Cloud 應用程式起始之 Web 服務呼叫的 IP 白名單 (Doc ID
1903739.1)。

整合 Oracle NetSuite
對於需要從 NSPB Sync SuiteApp 載入資料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客戶，資料整合是合適的整合機制。資料整合客戶可以從 Oracle NetSuite 直接存取統
一且以雲端為基礎的 ERP、CRM 和商務應用程式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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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會使用「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架構來查詢 NSPB Sync SuiteApp 系
統中的資料。

支援的「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
下列已儲存搜尋包含在「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中：

備註：
在資料整合中指定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與連線資訊之後，您必須初始化
來源系統以為每個「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建立目標應用程式定
義。中繼資料已儲存搜尋的已儲存搜尋名稱包括 "Metadata"，資料已儲存搜
尋的已儲存搜尋名稱包括 "Data"。

已儲存搜尋名稱

ID

類型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個
期間

摘要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個
期間

詳細資料

PBCS 所有記入交易最後一個
期間 - 試算表

試算表

PBCS - 交易摘要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 交易
ansactions_sum

PBCS - 交易詳細資料

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 交易
ansactions_det

PBCS - 試算表

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 交易
balance

PBCS sync (資料) 損益表交易
[.csv]

customsearch_pbcs_sync_is_ 交易
csv

PBCS sync (資料) 資產負債表
交易 [.csv]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s 交易
_csv

PBCS sync (資料) 期初餘額
[.csv]

customsearch_pbcs_sync_be 交易
gbal_csv

PBCS sync (資料) 損益表交易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交易
is

PBCS sync (資料) 資產負債表
交易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交易
bs

PBCS sync (資料) 期初餘額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交易
begbal

PBCS sync (資料) 整合匯率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整合匯率
fx

PBCS sync (中繼資料) 損益表
科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科目
acct_inc_stmt

PBCS sync (中繼資料) 資產負
債表科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科目
acct_bs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類別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類別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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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儲存搜尋名稱

ID

類型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客戶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客戶
cust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部門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部門
dept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項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項目
item

PBCS sync (中繼資料) 位置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位置
loc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專案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專案
prj

PBCS sync (中繼資料) 客戶專
案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專案
cprj

PBCS sync (中繼資料) 附屬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附屬
sub

PBCS sync (中繼資料) 供應商

customsearch_nspbcs_sync_ 供應商
vend

整合 Oracle NetSuite 的程序描述
當 Oracle NetSuite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用作資料來源
時，資料整合會使用「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架構來查詢 Oracle NetSuite 中的
資料。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是可根據準則和篩選條件重複使用的搜尋定義。例如，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可能包含自上次期間後所有記入總帳的交易。「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中任何種類的記錄都可以包含於或視為「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的基準。搜尋可以是預先封裝或使用者定義的。所有餘額都是使用已彙總的交易
詳細資料產生的。
在 Oracle NetSuite 中建立新的「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時，您必須在已儲存搜
尋 ID 中加上 customsearch_nspbcs 首碼。

備註：
從「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產生的資料只能用於匯入而不能用於寫回。
在高層級中，這些是從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載入資料的步驟：
1.

管理員安裝「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此一共用集合。您在安裝此組合之前，
您的帳戶必須能夠共用它。

2.

執行下列作業。(請參閱 Oracle NetSuit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Sync 手
冊中的主題，瞭解執行這些任務的相關資訊。存取手冊需要 NetSuite 登入。)
• 您必須登入 Oracle NetSuite 才能存取 NSPB Sync SuiteApp。
• 在您的 Oracle NetSuite 帳戶中啟用必要功能。請參閱「安裝 NSPB Sync SuiteApp 的
必要功能」。
• 安裝 SuiteApp。請參閱「安裝 NSPB Sync Suit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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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檔案加密密碼。請參閱「設定檔案加密的密碼」。
• 建立 EPM Cloud 的使用者記錄。這些使用者記錄必須具有 EPM Cloud 整合角
色。請參閱「建立 EPM Cloud 使用者記錄」。
• 為 EPM Cloud 使用者設定憑證型驗證。請參閱「以憑證為基礎的驗證」。
• 設定單一登入 (SSO)。「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支援透過提供
SAML 2.0 的任何 SSO 服務進行的單一登入 (SSO)。使用者可以透過 SSO 帳
戶在 NetSuite 與 EPM Cloud 之間導覽，而不需要每次輸入其認證。這樣可讓
使用者導覽至「建立 EPM Cloud 的使用者記錄」。請參閱〈設定 Planning 的
功能表導覽〉。
3.

在資料整合中，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此步驟包含指定連線詳細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4.

執行「匯入應用程式」步驟以匯入使用者所擁有所有已儲存搜尋的定義。
當您在來源系統完成此步驟時，資料整合會匯入使用者擁有的所有已儲存搜尋定
義。若您不想匯入所有已儲存的搜尋定義，您可移至目標應用程式，並逐一選取個
別的已儲存搜尋定義。若您第一次已初始化來源系統，您也可以在目標應用程式中
新增增量式已儲存搜尋定義。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
如需重新初始化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更新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

5.

選擇性：將已儲存搜尋中的欄對映至維度。

6.

將 EPM Cloud 應用程式定義成為目標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 ERP Cloud 應用程式。

7.

定義匯入格式，將已儲存搜尋中的欄對映至目標 EPM Cloud 應用程式維度中的維
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維度。

8.

指定 Oracle NetSuite 以定義鑽研 URL。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9.

初始化程序完成後，您可以在新增目標應用程式時選取「NSPB Sync SuiteApp 已
儲存搜尋」。當您選取 Oracle NetSuite 作為資料來源時，將會對您顯示來自選取
的 Oracle NetSuite 來源的已儲存搜尋清單。
您也可以在應用程式篩選條件頁籤中提供來源篩選條件準則。這些來源篩選條件與
Oracle NetSuite 的「準則」相同，可從「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篩選
資料。

10. 在工作曆對映區段中定義來源對映項目，以將 Oracle NetSuite 期間對映至 EPM

Cloud 期間。

11. 建立整合並指定 NSPB Sync SuiteApp 資料來源作為來源應用程式，並指定 EPM

Cloud 應用程式作為目標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直接整合。
12. 定義任何期間對映。可用的選項是明確或預設的期間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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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 Oracle NetSuite 整合可用的期間對映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Oracle NetSuite 中的
期間。
13. 在 NSPB Sync SuiteApp 資料來源與 EPM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之間對映的對映成員。
14. 套用任何 Oracle NetSuite 篩選條件與選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篩選。
15. 執行 NSPB Sync SuiteApp 資料來源與 EPM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

這會將 Oracle NetSuite 例項中的資料提取到資料整合、對映資料，然後將結果顯示於工
作台中。若對映成功而沒有任何錯誤，資料會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執行整合。

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若要開始將「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整合，請先建立並登錄 "Netsuite" 類型的來源系統。
在指定來源系統和連線資訊之後，請初始化來源系統來對每個「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
搜尋」建立「目標應用程式」記錄。

備註：
存取整合的「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原則已變更。現在需要憑證型驗證
而非基本驗證，才能設定從 EPM Cloud 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的
連線。在 21.06 版中，會將基本授權認證設為唯讀。
如需設定 Oracle NetSuite 來源連線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NetSuite 的來源連線。

建立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
目標應用程式可讓資料管理儲存可整合之來源和目標應用程式的結構。如此一來，您就可以對
映來源和目標應用程式，並指定匯入準則。
Oracle NetSuite 的「已儲存搜尋」結果是以「資料來源」應用程式類型登錄的。在初始化期
間，系統會依據 Oracle NetSuite 來源系統中登錄之使用者名稱底下可用的「已儲存搜尋」結
果，自動建立資料來源。在目標應用程式選項中，您可以在 Oracle NetSuite 中建立其他的
「已儲存搜尋」，然後在「應用程式」頁面上登錄自訂的已儲存搜尋。

備註：
您可以按一下「應用程式」頁面上的重新整理，將您在資料整合中初始化來源系統
後，在 Oracle NetSuite 中建立的任何已儲存搜尋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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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建立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時，會自動植入維度詳細資料，並直接對映至
目標維度類別「一般」。一般而言，從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載入資料
時，不要變更、新增或刪除任何維度詳細資料。
如需建立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登錄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
式。

將已儲存搜尋中的欄對映至維度
您可以管理與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關聯的維度。維度是一種分類資料的結構，為
了讓使用者回答商業問題。每個維度裡面通常會包含一個將相關成員分組的階層。常用
的維度是客戶、產品和時間。
若要對映已儲存搜尋中的欄：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右側的
式詳細資料。

2.

選取維度頁籤。

3.

從維度名稱中，選取欄的維度名稱，此欄會用於將維度分類。

4.

根據欄類型，從對應的維度分類下拉清單選取該欄的分類。

5.

按一下儲存。

，然後選取應用程

新增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的目標維度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會儲存為資料來源，且匯入格式可讓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設定資料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維度之間
的整合對映。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產生的檔案可以是任一支援的格式，例如單欄數值及多欄資料。
當您選取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時，資料整合會自動植入來源與目標欄。
您可以將「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資料來源欄或匯入檔案中的欄位，對映
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若要新增目標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在檔案類型中，選取要匯入的檔案格式：
可用的檔案格式有：
• 分隔 - 數值資料
• 多欄 - 數值資料
• 分隔資料 - 所有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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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欄 - 所有資料類型
4.

在鑽研 URL 中，輸入用於鑽研的搜尋類型準則。

5.

在「對映維度」區段中，選取來源欄，然後從目標維度下拉清單選取目標維度，將來源欄
對映至目標維度。

6.

若要對映其他維度，請在「對映」區段中按一下
要新增的維度列。

7.

選擇性：在表示式中，新增任何匯入表示式。

，然後從新增維度列下拉清單選取

資料整合提供一組功能強大的匯入表示式，使其幾乎能夠讀取並剖析任何檔案，並載入資
料整合資料庫中。您可以在欄位的「表示式」欄中輸入進階表示式。匯入表示式將對讀取
自匯入檔案的值進行運算。
8.

按一下儲存。

定義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選項
您可以定義特定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特性選項。
若要指定應用程式特性：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右側的
資料。

2.

從特性名稱，選取要在特性值下拉清單中新增或變更的值。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

可用的特性：
• 記入期間—選取要從其中載入資料的過帳期間。

Note:
如果您需要依特定期間來載入資料 (例如，依特定月份)，請使用包含期間 ID
的 NSPB Sync SuiteApp 記入期間篩選條件。期間 ID 是在記入期間篩選條
件中建立，並由「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傳回以用於篩選資
料。
Oracle NetSuite 提供幾種日期篩選條件：具名的期間 (例如，上一會計年
度)、以特定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定義的自訂日期範圍，以及使用從某個天
數、週數、月數、季度數、年數之前開始或者現在算起到相同單位的結束數
目來定義的相對日期範圍。請參閱 NetSuite 的「搜尋指引」來取得設定篩選
條件的詳細資訊。
• 主要行—選取 True，在交易中載入主要資訊欄位群組，而不是在交易頁籤中輸入行項
目資料。否則，選取 False。
• 記入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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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 Oracle NetSuite 應用程式篩選
定義於「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中的搜尋準則，會自動登錄成為應用程式
篩選條件。您可以視需要編輯篩選條件。例如，您可以透過設定特性層級，以指派預設
值或對使用者隱藏篩選條件。
您可以將篩選條件套用至「Oracle NetSuite 已儲存搜尋」結果，即可只將符合所選條件
的記錄傳回資料整合。您可以指定單一篩選條件或多個篩選條件，此外，還可指定要傳
回的摘錄值。
若要套用 Oracle NetSuite 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Oracle NetSuite 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

3.

選取篩選條件的名稱。

4.

從條件下拉清單中，選取適用的條件。

，然後選取選項。

依據篩選條件的適用條件乃衍生自「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
5.

從值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套用篩選條件的值。

6.

按一下儲存。

以匯入格式新增其他篩選至鑽研 URL
執行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鑽研至 Data
Management，再鑽研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時，有時候會傳回太多
記錄。當您在鑽研中加上所有記錄的數量時，它們應該加總到您當初在 EPM Cloud 中
起始鑽研時所在的資料儲存格中的數目，這是準則。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以「匯入格
式」將其他篩選條件新增至鑽研 URL。
若要新增其他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在對映區段中，選取用以作為篩選條件的來源維度欄，並將其對映至目標屬性欄
例如，您可以將「子公司 ID」來源欄對映到「屬性 4」列。

4.

在鑽研 URL 中，按一下

，然後輸入用於鑽研其他篩選條件的搜尋類型準則。

例如，若您想要新增「子公司 ID」作為其他篩選條件，請在參數清單中輸入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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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例中，您可以指定整個鑽研 URL 定義如下：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sactio
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SUBSIDIARY=$
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按一下儲存。

Oracle NetSuite 中的管理期間
當您從 Oracle NetSuite 載入期間時，您有兩個選項：
• 預設期間對映—使用此選項來從資料載入規則的 POV 載入單一期間。在此情況下，您不
要對映匯入格式中的期間欄或者在期間對映中定義來源期間對映。您可以在資料規則中設
定來源篩選條件，例如，「目前期間」或「最後一個期間」。例如，如果您要載入 2018
年 2 月期間，您要將它設定為最後一個期間。當您執行資料規則時，將不會檢查期間，而
且您從 Oracle NetSuite 擷取的所有資料會匯入至選取的 POV。
• 明確期間對映 - 明確期間對映可在 Oracle NetSuite 與 Planning 期間相符時載入「總帳」
資料。請使用此選項來載入多個期間，或者在您不要使用者從 POV 選取期間時使用此選
項。
若要使用明確期間對映，您要對映匯入格式中的期間欄以及定義來源期間對映。「總帳」
期間欄必須和 Oracle NetSuite 期間完全一致。然後，在資料規則中，您要從期間對映選
取工作曆。當您執行資料規則時，您要指定所要載入的開始 – 結束期間。您可以在資料規
則中設定篩選條件以擷取特定期間資料，例如「目前會計年度」至「目前會計季度」期
間。資料整合會比對搜尋結果的期間欄和期間對映中的期間，然後將資料載入至適當的期
間。

新增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的目標維度
「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會儲存為資料來源，且匯入格式可讓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設定資料來源與目標應用程式維度之間的整合
對映。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產生的檔案可以是任一支援的格式，例如單欄數值及多欄資料。
當您選取 Oracle NetSuite 資料來源時，資料整合會自動植入來源與目標欄。
您可以將「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資料來源欄或匯入檔案中的欄位，對映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若要在 Oracle NetSuite 來源新增匯入格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在檔案類型中，選取要匯入的檔案格式：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可用的檔案格式有：
• 分隔 - 數值資料
• 多欄 - 數值資料
• 分隔資料 - 所有資料類型
• 多欄 - 所有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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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鑽研 URL 中，輸入用於鑽研的搜尋類型準則。

5.

在「對映維度」區段中，選取來源欄，然後從目標維度下拉清單選取目標維度，將
來源欄對映至目標維度。

6.

若要對映其他維度，請在「對映」區段中按一下
單選取要新增的維度列。

7.

選擇性：在表示式中，新增任何匯入表示式。

，然後從新增維度列下拉清

資料管理提供一組功能強大的匯入表示式，使其幾乎能夠讀取並剖析任何檔案，並
載入資料管理資料庫中。您可以在欄位的「表示式」欄中輸入進階表示式。匯入表
示式將對讀取自匯入檔案的值進行運算。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8.

按一下儲存。

以匯入格式新增其他篩選至鑽研 URL
執行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鑽研至 Data
Management，再鑽研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時，有時候會傳回太多
記錄。當您在鑽研中加上所有記錄的數量時，它們應該加總到您當初在 EPM Cloud 中
起始鑽研時所在的資料儲存格中的數目，這是準則。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以「匯入格
式」將其他篩選條件新增至鑽研 URL。
若要新增其他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在對映區段中，選取用以作為篩選條件的來源維度欄，並將其對映至目標屬性欄
例如，您可以將「子公司 ID」來源欄對映到「屬性 4」列。

4.

在鑽研 URL 中，按一下

，然後輸入用於鑽研其他篩選條件的搜尋類型準則。

例如，若您想要新增「子公司 ID」作為其他篩選條件，請在參數清單中輸入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在此案例中，您可以指定整個鑽研 URL 定義如下：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
sactio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
SUBSIDIARY=$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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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資料整合可讓您使用在資料整合內指定的外部可用 URL 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往回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時，鑽研 URL 的建構方式，是將資料整合中的儲存值傳遞為鑽研
URL 的參數。
Oracle NetSuite 的鑽研 URL 必須手動設定。

定義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的參數
往回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所需的參數描述如下。
用於鑽研至 Oracle NetSuite 的伺服器 URL 使用此鑽研 URL 位址格式：https://<NetSuite
Domain>/app/common/search/searchresults.nl?。
在詳細資料畫面上 (您在此處指定搜尋類型元件)，Oracle NetSuite 的鑽研 URL 需要下列參
數：
• 「搜尋類型」
• 「搜尋 ID」
• 或者，您可以指定其他參數，以依據「科目」和「期間」篩選鑽研。
搜尋類型
鑽研參數清單包括「交易」搜尋類型。其在鑽研 URL 中會指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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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搜尋類型包括：
• 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
• Transaction_DEPARTMENT
• Transaction_SUBSIDIARY
• Transaction_CLASS
• Transaction_LOCATION
• Transaction_INTERNALID
• Transaction_POSTING=T
搜尋 ID
鑽研清單還包括「搜尋 ID」。請使用「搜尋 StringID」指定參數。
您可以在 Oracle NetSuite 的「搜尋定義」中找到該值。
https://<NetSuite Domain>/app/common/search/searchresults.nl?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all_transactions_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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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參數
您可以指定其他參數，以依據科目和期間篩選鑽研。下列是一些常用的參數：
表格 12-1

額外的篩選參數

標籤

參數

值

範例

科目

Transaction_ACCOU
NT

科目內部 ID

&Transaction_ACCO
UNT=54

主行

Transaction_MAINLI T 或 F
NE

&Transaction_MAIN
LINE=T

期間

Transaction_POSTIN 預先定義期間的期間
GPERIOD
ID 或金鑰

&Transaction_POST
INGPERIOD=21 or
&Transaction_POST
INGPERIOD=LP

記入

Transaction_POSTIN T 或 F
G

&Transaction_POST
ING=T

附屬

Transaction_SUBSIDI 附屬內部 ID
ARY

&Transaction_SUBS
IDIARY=1

鑽研中的已儲存搜尋需求
若要使用與環境定義相關的鑽研，「已儲存搜尋」的搜尋「輸出」中必須包含科目和期
間欄位的「內部 ID」。若 Oracle NetSuite 之「已儲存搜尋」的「結果」區段中缺少這
些欄位，您可以新增它們，如下所示：

如需「內部 ID」鑽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NetSuite 說明中心。

新增鑽研 URL
若要新增鑽研 URL，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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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從匯入格式摘要區段選取匯入格式。

4.

在匯入格式詳細資料區段，將「科目」、「期間」和「交易類型」的「內部 ID」對映至
「屬性」欄，如下所示。
在此範例中，「已儲存搜尋」的鑽研 URL 格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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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匯入格式詳細資料區段的鑽研 URL 中，按一下

6.

在鑽研 URL 編輯視窗中，指定鑽研的屬性。

。

您要把鑽研 URL 指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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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儲存。

以匯入格式新增其他篩選至鑽研 URL
執行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鑽研至 Data Management，再鑽
研至「NSPB Sync SuiteApp 已儲存搜尋」時，有時候會傳回太多記錄。當您在鑽研中加上所
有記錄的數量時，它們應該加總到您當初在 EPM Cloud 中起始鑽研時所在的資料儲存格中的
數目，這是準則。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以「匯入格式」將其他篩選條件新增至鑽研 URL。
若要新增其他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對映維度。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從對映維度頁面的匯入格式中，選取用於整合的匯入格式名稱。
您也可以新增使用者定義的匯入格式名稱。

3.

在對映區段中，選取用以作為篩選條件的來源維度欄，並將其對映至目標屬性欄
例如，您可以將「子公司 ID」來源欄對映到「屬性 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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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鑽研 URL 中，按一下

，然後輸入用於鑽研其他篩選條件的搜尋類型準則。

例如，若您想要新增「子公司 ID」作為其他篩選條件，請在參數清單中輸入
&Transaction_SUBSIDIARY=$ATTR4$。
在此案例中，您可以指定整個鑽研 URL 定義如下：
Searchtype=Transaction&searchid=customsearch_nspbcs_trial_balance&Tran
saction_ACCOUNT=$ATTR1$&Transaction_POSTINGPERIOD=$ATTR2$&Transaction_
SUBSIDIARY=$ATTR4$&Transaction_POSTING=T&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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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PM 整合代理程式
您可以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從自己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擷取資料和中繼資料，然後直接
把該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
針對內部部署的關聯式資料庫執行查詢，然後將資料或中繼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EPM 整
合代理程式被定義為整合作業的資料來源。EPM 整合代理程式也可以藉由指令碼擴充功能，
來存取其他的資料來源，包括第三方的 REST API、非關聯式來源，或是任何其他能使用
Jython、Groovy 或 Java 程式存取的系統。
您可以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部署成兩種模式：同步及非同步。而模式決定了內部部署資料和
EPM Cloud 之間的通訊開啟方式。當您採用同步模式來執行整合作業時，EPM Cloud 會根據
叢集指派，啟動從 EPM Cloud 到適當代理程式的直接呼叫。當您採用非同步模式來執行整合
作業時，EPM Cloud 會將要執行的整合工作加入佇列。代理程式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輪詢，並按
照佇列來執行工作。
您可以藉由定義叢集指派，將整合工作配置到不同的叢集。叢集可讓您管理整合工作的分散情
況。當您啟動整合工作時，系統會查看工作曾被指派到何處，然後決定要使用的叢集，並將該
工作指派給這個叢集。而工作的執行優先順序是由叢集決定的。
如要觀看如何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整合來源資料的影片，請參閱：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
式利用來源系統資料。
本章節分成兩個部分。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部分說明，在您的企業中設定及部署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必要步驟。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資料來
源之間的連線的部分則說明，如何利用與內部部署資料配接器配對的 EPM 整合代理程式，連
線至您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以及從該資料來源提取資料。該部分也說明，如何在同步和非同
步模式中使用叢集和指派來分散整合工作。

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這個部分說明，要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部署 EPM 整合代
理程式所需的設定及配置工作。
快速參考：
• 設定及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程序描述
• 下載 EPMAgent ZIP 檔案
• 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
•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 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啟動參數
• 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當作 Windows 服務來執行
• 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
• 設定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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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

設定及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程序描述
以下步驟是如何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高階描述，其中包含設定步驟，以及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步驟。
1.

設定 JAVA_HOME 環境變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JAVA_HOME。

2.

從資料整合首頁下載 EPMAgent ZIP 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載 EPMAgent ZIP 檔案。

3.

將 EPMAgent.zip 解壓縮。

4.

建立叢集，而該叢集會用於在工作進入執行佇列時，引導該工作的擷取方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瞭解代理程式叢集與新增叢集。
預設的叢集名稱是 EPMCLUSTER。

5.

將憑證匯入至 EPM_AGENT_HOME/cert 目錄。
請參閱設定安全連線通訊層 (SSL) 憑證。
EPM 整合代理程式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間的
連線，會使用 EPM Cloud 環境所用的公開金鑰憑證。使用者可以在成功登入 EPM
Cloud 環境之後，利用 Web 瀏覽器下載這個憑證。您必須將已下載的憑證 (CER 檔
案) 複製到系統提供給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 AGENT_HOME/cert 目錄。

6.

根據預設，EPM 整合代理程式包含 Oracle 適用的 JDBC 驅動程式。
如果您需要 SQL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請參閱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中設定 SQL Server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
如果您需要適用於其他來源的 JDBC 驅動程式，請下載並安裝該驅動程式。

7.

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

8.

使用 EPM Agent Utility 來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請複製並儲存已加密的密碼。(您可以在下一個步驟中，將它新增為參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9.

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啟動參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啟動參數。

10. 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當作 Windows 服務來執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當作 Windows 服務來執行。
如果您不要使用 Windows 服務來啟動代理程式，請改用下一個步驟所述的 bat 檔
案。
11. 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12. 設定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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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同步模式。
13. 選取整合流程。

整合流程可以採用同步模式，也可以採用非同步模式。模式會定義代理程式與 EPM Cloud
互動的方式，也就是從 EPM Cloud 直接呼叫 EPM 代理程式，或是由 EPM 整合代理程式
輪詢來決定 EPM Cloud 資料要求的提交時間。

設定 JAVA_HOME
JAVA_HOME 環境變數會指向您電腦中用來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的資料夾。
以下工作提供您在 Windows 或 UNIX 系統中設定 JAVA_HOME 的必要資訊。
如何設定 Windows 系統上的 JAVA_HOME：
1.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我的電腦，然後選取內容。

2.

選取進階頁籤上的環境變數，然後編輯 JAVA_HOME 以指向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所在的位置。
例如，您可以指定 C:\Program Files\Java\jdk1.8\jre
JRE 是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 的一部分，但可讓您單獨下載。

如何設定 UNIX 系統上的 JAVA_HOME：
針對 Korn 和 Bash 殼層，請指定：
export JAVA_HOME=jdk-install-dir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針對 Bourne 殼層，請指定：
JAVA_HOME=jdk-install-dir
export JAVA_HOME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PATH
針對 C 殼層，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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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EPMAgent ZIP 檔案
如何下載 EMPAgent ZIP 檔案：
1.

按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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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資料交換 (

3.

您也可以按一下導覽器 (
啟動資料整合。

4.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下載代理程式。

5.

在檔案管理員頁面上，將 EPMAgent ZIP 解壓縮到目標資料夾。

)，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中的資料交換 (

)來

目標資料夾為 AGENT_HOME 。

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
當您將 EPMAgent.zip 下載並解壓縮到 Agent Home 目錄之後，請使用
createAppFolder.bat 來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結構，以便儲存資料、日誌和組態檔案。
組態檔案包含所有的初始化參數。
以下影像顯示應用程式資料夾，其中包含名為 config、data、logs 和 scripts 的資料
夾。

如何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夾結構：
1.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輸入 cd AGENT HOME/bin directory 來變更工作目錄。
AGENT HOME 就是您將 EPMAgent.zip 解壓縮時的目標資料夾。

2.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輸入 createAppFolder.bat C:\EPMAgentData。
當 createAppFolder.bat 執行完成之後，您會看到下列訊息：「建立應用程式資料
夾指令碼完成」。
當您執行 createappfolder.bat 時，指令碼會建立 INI 檔案，其中包含已植入參數
值的 EPM_AGENT_HOME 和 EPM_APP_DATA_HOME 參數。

設定安全連線通訊層 (SSL) 憑證
請使用下列步驟來設定安全連線通訊層 (SSL) 憑證，以便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搭配使用。SSL 是在建立 Web 伺服器與瀏覽器之間
的加密連結時所用的標準安全性技術。這種連結可確保在 Web 伺服器與瀏覽器之間傳
輸的所有資料都是不公開且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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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憑證只會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有效。當憑證過期時，請更新憑證。

如何設定 SSL 憑證：
1.

登入 EPM Cloud 例項。

備註：
使用者登入 EPM Cloud 環境之後必須下載憑證。

下列範例顯示在 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中下載資訊。
2.

按一下掛鎖圖示。

3.

按一下網站資訊頁面上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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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網站安全性頁面上的詳細資訊。

5.

按一下頁面資訊中的檢視憑證。

6.

按一下憑證檢視器中的詳細資料。

7.

選取階層中的網域，然後按一下匯出。

13-6

第 13 章

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8.

在將憑證儲存到檔案頁面中，將憑證檔案匯出到 AGENT_HOME\cert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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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需要憑證，才能啟用 EPM Cloud 與 EPM 整合代理程式之間的加密連
線。如果您想要中斷 EPM 整合代理程式與您選取的 EPM Cloud 環境之間
的連線，只要刪除 AGENT_HOME\cert 目錄中的憑證即可。這能讓 EPM 整
合代理程式不再對與該憑證相關聯的 EPM Cloud 環境發出任何 HTTPS
呼叫。

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設定 SQL Server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
如果您計畫要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使用 Microsoft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驅動程式來連線至 SQL Server，本節將說明如何下載及設定驅動程式。
如何設定 SQL Server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
1.

從下列網站下載 SQL Server 的 JAR 檔案，然後將該檔案解壓縮：下載 SQL
Server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
這個驅動程式必須是與 JRE8 相容的驅動程式。

2.

將 JAR 檔案 mssql-jdbc-6.4.0.jre8.jar 複製到 EPM_AGENT_HOME/lib 目錄。
例如，將 JAR 檔案複製到 C:\EPMAgent\lib 目錄。

3.

指定 mssql-jdbc-6.4.0.jre8.jar 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的位置，方法是在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設定 CUSTOM_CLASS_PATH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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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指定：CUSTOM_CLASS_PATH=C:\EPMAgent\lib\mssql-jdbc-6.4.0.jre8.jar
如需如何設定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的啟動參數。
4.

在「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篩選條件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須採用下列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5.

在應用程式篩選條件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須採用下列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設定 SQL 資料來源的自訂 JDBC 驅動程
式
使用「EPM 整合代理程式」時，現在可以使用符合「類型 3」和「類型 4」標準的 JDBC 驅動
程式來建立與資料來源的連線，並執行查詢，然後擷取結果。系統只提供使用 JDBC 驅動程式
但未認證個別驅動程式的架構。如果驅動程式具有特殊需求，則客戶仍然需要撰寫自訂指令
碼。
若要為 SQL Server 設定符合「類型 3」或「類型 4」標準的 JDBC 驅動程式，請執行下列動
作：
1.

下載「類型 3」或「類型 4」JDBC 驅動程式。

2.

將 jar 檔案複製至 EPM_AGENT_HOME/lib 目錄。
例如，您可以將 mysql-connector-java-8.0.22.jar 複製並貼入 C:\EPMAgent\lib 目
錄。

3.

指定 jar 檔案在「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的位置，方法是在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設定
CUSTOM_CLASS_PATH 參數。
例如，指定：CUSTOM_CLASS_PATH=../lib/mysql-connector- java-8.0.22.jar
如需如何設定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的啟動參數。

4.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中，指定 JDBC_URL。
JDBC_URL 必須採用下列格式：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下列範例顯示如何植入 JDBC 驅動程式和 JDBC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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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啟動參數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URL 的啟動參數，以及 EPM 整合
代理程式的 EPM Cloud 網域，都是在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定義的。

備註：
請在定義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啟動參數之前，先執行
createAppFolder.bat，這會建立包含已植入參數值之 EPM_AGENT_HOME 和
EPM_APP_DATA_HOME 的 INI 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應用程式資料
夾。
如要為 EPM Cloud 使用者所用的密碼加密，您必須執行
ecryptpassword.bat。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
密。

如何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啟動參數：
1.

前往 C:\EPMAgentData\config 目錄。

2.

按兩下 agentparams.ini 檔案，以便用文字編輯器 (例如 Notepad) 開啟該檔案。
agentparams.ini 檔案會開啟成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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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PM_AGENT_HOME 是代理程式的主目錄名稱。這個資料夾包含 bin 和 lib 資料夾。
當您執行 createappfolder.bat 時，指令碼會自動建立已植入參數值的 EPM_AGENT_HOME
參數。
如果您變更資料夾的名稱，代理程式會在新的位置執行，並在新的 EPM_APP_DATA_HOME 資
料夾中建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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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PM_APP_DATA_HOME 是應用程式資料夾的名稱，而該資料夾包含 config、log 及
script 資料夾。而 config 資料夾也包含用來存放 SSL 憑證的憑證資料夾。
當您執行 createappfolder.bat 時，指令碼會建立 INI 檔案，其中包含已植入參數
值的 EPM_APP_DATA_HOME 參數。

5.

在 AGENT_NAME 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唯一名稱。
您只能在該名稱中使用字元和數字。 AGENT_NAME 無法包含任何符號和空格。

6.

在 CLUSTER 中，指定代理程式所屬的叢集名稱。
您只能在該名稱中使用英數字元。請勿使用特殊字元，例如 @ 符號或 & 符號。叢
集建立之後，您就無法再編輯該叢集的名稱。
預設的叢集名稱是 EPMCLUSTER。

備註：
您必須先在資料整合中定義叢集的名稱，才能在這裡參照該叢集。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新增叢集。

此參數為必填參數。
7.

在 PORT 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之處的連接埠號碼。
此參數為必填參數。

8.

在 CLOUD_URL 中，指定用來驗證及啟動代理程式的 EPM Cloud URL。
這就是與代理程式相關聯之 EPM 例項的 URL：
https://example-pbcs.us1.oraclecloud.com

備註：
請確保不要在 Cloud_URL 的結尾使用「epmcloud」或
「HyperionPlanning」。
此參數為必填參數。
9.

在 CLOUD_DOMAIN 中，指定 EPM Cloud URL 的唯一名稱。
識別網域控制需存取服務例項之使用者的科目。它還控制授權使用者可存取的功
能。服務例項屬於識別網域。
管理員可更新呈現在使用者面前的網域名稱，但資料管理需要當客戶註冊服務時提
供的原始網域名稱。從資料管理設定 EPM Cloud 連線時，無法使用別名網域名
稱。

備註：
除了任何一個 Gen 2 資料中心以外，皆需有 CLOUD_DOMAIN 參數。
10. 在 CLOUD_USER_NAME 中，指定 EPM Cloud 環境中的管理員使用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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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使用者名稱必須是原生使用者，而不是 SSO 使用者名稱。
此參數為必填參數。
11. 在 CLOUD_PASSWORD 中，指定管理員使用者的加密密碼字串。

您可以將 EPM Cloud 使用者的密碼加密，只要執行 encryptpassword.bat (Windows 適
用) 或 ecryptpassword.sh (Linux 適用) 就能取得加密密碼字串。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此參數為必填參數。
12. 在 LOG_LEVEL 中，指定本機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日誌層級。

有效的日誌層級包括：
• ALL - 顯示最詳細的層級，並列印所有日誌陳述式。
• INFO - 列印已選取的重要日誌。
• ERROR - 執行最少量的記錄工作，只會列印嚴重錯誤。
系統會把所有日誌寫入 APPDATA_HOME\logs 資料夾中的檔案。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All 是預設的日誌層級。
13. 在 POLL_INTERVAL 中，指定在採用非同步模式時，系統要等待並輪詢的時間間隔。

時間間隔是以秒數來指定的，預設的時間間隔是 120 秒。
14. 在 REGISTER_WITH_IP 中，指定 N 以使用主機名稱來登錄代理程式。指定 Y 即可使用

IP 位址來登錄代理程式。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

15. 在 EXECUTION_POOL_SIZE 中，指定可以平行執行的工作數量。

預設的執行集區大小是 2。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
16. 在 JYTHON_HOME 中，指定 Jython 安裝所在的頂端目錄。

如果您要用 Jython 程式語言來編寫指令碼，這就是必要的參數。
17. 在 GROOVY_HOME 中，指定 Groovy 安裝所在的頂端目錄。

如果您要用 Groovy 程式語言來編寫指令碼，這就是必要的參數。
18. 在 CUSTOM_MEM_ARGS 中指定變數，以便覆寫要傳遞到有自訂記憶體引數之 Java 的

標準記憶體引數。

例如，在參數 CUSTOM_MEM_ARGS=-Xms128m -Xmx4096m 中，128 MB 是起始記憶體大小的
下限，而 4096 MB 是記憶體大小的上限。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
19. 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指定任何其他的 Java 執行時期參數。

CUSTOM_JAVA_OPTIONS 設定值也可以設定成讓「EPM 整合代理程式」使用 Proxy 驗
證方法。
系統支援下列驗證方法：
• 簡單
•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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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NTLM
如果您使用 Proxy 驗證方法，請根據該方法在此欄位中指定 Proxy 主機名稱、
Proxy 連接埠、Proxy 使用者名稱及加密密碼。
簡單 Proxy 驗證方法：
若要啟用簡單 Proxy 驗證，請將上方的 NTLM_PROXY_AUTH 欄位設為 N，然後
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包含下列參數：
若是 HTTP，指定：-Dhttp.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http.proxyPort=80
若是 HTTPS，指定：-Dhttps.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https.proxyPort=443
基本或摘要 Proxy 驗證方法：
若要啟用基本或摘要 Proxy 驗證，請將上方的 NTLM_PROXY_AUTH 欄位設為
N，然後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包含下列參數：
-D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proxyPort=8080 -DproxyUser= username DproxyPassword= encryptedpassword
NTLM Proxy 驗證方法：
若要啟用 NTML Proxy 驗證，請將 NTLM_PROXY_AUTH 設為 Y，然後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包含下列參數：
-DproxyHost=proxy.example.com -DproxyPort=8080 -DproxyUser=username DproxyPassword=encryptedpassword -DproxyDomain=domain
20. 在 CUSTOM_INTERFACE_CLASS_NAME 中，指定在實作 EpmAgentInterface

的 custom.jar 中，類型的完整名稱。

例如，您可以指定：com.mycompany.agent.implementation.MyImplementation。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
21. 在 CUSTOM_CLASS_PATH 中，指定 jar 檔案的完整路徑和名稱 (例如

C:\AgentDeployment\agenthome\myJarFolder\custom.jar。
此參數為選擇性參數。
如果您要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使用 Microsoft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驅動程式來連線至 SQL Server，請參閱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中設定 SQL
Server 適用的 Microsoft JDBC 驅動程式。
22. 在 NTLM_PROXY_AUTH 中，指定 Y 以使用 NTLM Proxy 驗證方法。

如果您使用 NTLM Proxy 驗證，則必須在 CUSTOM_JAVA_OPTIONS 中額外指定
Proxy 參數。
指定 N 以使用基本或摘要 Proxy 驗證，或者，如果您未使用 Proxy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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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要使用 Jython 或 Groovy 來編寫指令碼，請設定 JYTHON_HOME 或
GROOVY_HOME。
如果您要使用自訂的 Java 擴充功能，請設定 CUSTOM_JAVA_OPTIONS 和
CUSTOM_INTERFACE_CLASS。
23. 在 AMW_IDLE_TIME 中，指定在「自動維護時段 (AMW)」停機時間或未排定維護期間，

以非同步模式執行之代理程式的閒置時間值。

AMW_IDLE_TIME 參數值是以分鐘設定，預設值為 15 分鐘。客戶可以定義較長的閒置時
間，但不應指定少於 15 分鐘的閒置時間值。AMW 停機時間是對業務程序執行自動維護任
務的連續時間間隔。
24. 儲存對 agentparamas.ini 檔案的任何變更。

當您定義了啟動參數時，可以在診斷模式中執行 EPM 整合代理程式，這個方法可讓您在
代理程式無法啟動時，識別 EPM 整合代理程式啟動參數或網路連線的任何問題。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在診斷模式中執行 EPM 整合代理程式。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您可以使用 encryptpassword.bat，為您在 INI 檔案中參照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如何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1.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輸入：
Agent Home\EPMAgent\bin\encryptpassword.bat

備註：
如果您是 Linux 使用者，請輸入：
Agent Home\EPMAgent\bin\encryptpassword.sh

當 EPM 密碼公用程式啟動時，請在輸入雲端密碼中輸入密碼，然後按下 Enter 鍵。
代理程式中的密碼編碼器使用根據字元替代的遮蔽演算法。編碼器只支援下列字元：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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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J
• K
• L
• M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X
• Y
• Z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
• n
• o
• p
• q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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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t
• u
• v
• w
• x
• y
• z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2.

複製出現在已加密的密碼為：後方的已加密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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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用來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 INI 檔案中，把已加密檔案貼到
CLOUD_PASSWORD 參數中。

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當作 Windows 服務來執行
您可以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安裝成 Windows 服務，讓您可以在代理程式自己的
Windows 工作階段中執行代理程式。該服務可以在電腦啟動時自動啟動、可以暫停並重
新啟動，還可以不顯示任何使用者介面。在 Linux 電腦上，EPM 整合代理程式是當作背
景處理程序來啟動。
請注意下列事項：
• 您在安裝服務之後，就可以在 Windows 服務主控台上，把該服務當作 Windows 服
務來啟動及停止。
• 您可以建立數個有不同的服務名稱、代理程式名稱和連接埠的代理程式服務，然後
同時執行這些服務。
• 服務執行期間，系統會在 EPM_APP_DATA_HOME\logs 資料夾中建立服務日誌，名稱
為 <serviceName>_<agent_name>_Service_<date>.log。這個日誌包含代理程式的
所有主控台輸出內容。
• 如要顯示說明，請使用選項 EPMAgentService.exe -help，或是在 Windows 檔案
總管中按兩下 EPMAgentService.exe。
• 請務必要在啟動服務之後查看日誌檔案。
• 您必須在 params.ini 檔案中指定代理程式的名稱，原因是您無法在安裝命令中把
該名稱當作參數來傳遞。
如要把代理程式安裝成 Windows 服務，請執行 bin 資料夾中的 EPMAgentService.exe
安裝程式，方法是利用命令提示字元發出下列命令：
EPMAgentService.exe -install service_name
path_to_agent_startup_parameter_file
• service_name ：指定該代理程式之 Windows 服務的唯一名稱。可以使用英文字母
和數字，但無法使用空格和特殊字元。
• path_to_agent_startup_parameter_file ：指定在服務啟動期間所用的
agentparams.ini 檔案所在目錄的完整路徑。
例如，您可以指定：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如要將作為 Windows 服務的代理程式取消安裝，請利用命令提示字元執行下列命令：
EPMAgentService.exe -uninstall serivce_name

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您可以從命令列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方法是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名稱，以
及要在啟動期間使用之 INI 檔案的檔案名稱和完整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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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程式在啟動期間，會對您選取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URL
發出授權呼叫，以便驗證使用者的憑證。驗證成功之後，該 EPM 整合代理程式就會在 EPM
Cloud 環境中登錄，方法是將代理程式的主機和連接埠儲存在 EPM Cloud 環境的資料庫中。

備註：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服務來啟動代理程式，請使用 Windows 服務主控台。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當作 Windows 服務來執行。如果您不要使用
Windows 服務來啟動代理程式，請改用下列的步驟中所述的 bat 檔案。

如何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1.

從開始功能表 (Windows 10 和 Windows 7) 或開始畫面 (Windows 8.1) 啟動命令提示字
元。
如要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命令提示字元，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或點選並按住命令提示字
元的捷徑，然後開啟子功能表，並按一下或點選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2.

輸入以下命令及兩個參數：
epmagent.bat Agent Name ini Parameter file name
• Agent Name ：指定代理程式的唯一名稱。可以使用英文字母和數字，但無法使用空格
和特殊字元。
如果您已經在 agentparams.ini 檔案中指定代理程式的名稱，就可以忽略 Agent Name
參數。
• ini Parameter file name ：在代理程式啟動期間所用 agentparams.ini 檔案的檔案
名稱和完整路徑。
例如，如果您已經在 agentparams.ini 中指定代理程式的名稱，可以輸入：
epmagent.bat 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如果您沒有在 agentparams.ini 中指定代理程式的名稱，可以輸入：
epmagent.bat myagentname C:\EPMAgentData\config\agentparams.ini

在診斷模式中執行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在診斷模式中執行 EPM 整合代理程式，這個方法可讓您在代理程式無法啟動時，識別 EPM
整合代理程式啟動參數或網路連線的任何問題。診斷模式可讓系統對代理程式啟動檔案中的參
數執行一組驗證。如果偵測到錯誤或無效的參數，系統就會顯示與參數相關聯的錯誤。
例如，若 Cloud 密碼未加密，就會顯示訊息：「CLOUD_PASSWORD 無效。請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產生 CLOUD_PASSWORD」，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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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診斷模式中，代理程式未登錄至 EPM Cloud，但原始啟動檔案會備份至暫
存目錄。
驗證包含檢查：
• SSL 憑證
• 代理程式與網際網路之間的連線。包含從代理程式對 oracle.com 進行測試呼叫。
• 代理程式與代理程式內 EPM Cloud URL 之間的連線。
• 在客戶環境中啟用 Proxy 時的 Proxy 類型 (基本、摘要或 NTML)
• 在 Linux/Mac OS 啟動參數檔案項目中是否使用雙引號。雙引號可讓殼層解譯貨幣
符號 ($)、反引號 (`)、反斜線 (\) 及驚嘆號 (!)
• 代理程式參數檔案中的密碼是否加密。
• 參數前後是否有任何空格。如果發現空格，系統會修剪空格然後更新參數檔案。
• 檔案中是否有任何註解。如果發現註解行，系統會在執行診斷模式之後移除它。
若要在診斷模式中執行 EPM 整合代理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開始功能表 (Windows 10 和 Windows 7) 或開始畫面 (Windows 8.1) 啟動執行命
令對話方塊提示。

2.

在執行命令提示字元中，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例如，輸入：C:\EPMagent\bin\epmagent.bat 。

3.

在執行命令提示字元中，輸入： -d <path to startup parameters> 來在
診斷模式中執行代理程式
例如，輸入：-d C:\EPMAgentData\yol\config\agentparam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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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同步模式
在同步模式中，您要把 Web 伺服器設定成閘道，讓來自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通訊能夠傳入。
以下圖片顯示一般的部署模型：

備註：
如需同步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瞭解 EPM 整合代理程式和瞭解代理程式叢集。
如何針對同步模式把 Web 伺服器設定成閘道：
1.

設定會使用 CA 之受信任憑證的 HTTPS Web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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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 Web 伺服器組態中的反向 Proxy，以便將 context/epmagent 的要求路由傳送
至代理程式 URL。
例如，如果您使用 Apache 伺服器，請在 httpd.conf 檔案中新增下列內容：

VirtualHost *:443
ProxyPreserveHost On
ProxyPass /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ProxyPassReverse /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VirtualHost

3.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代理程式。

4.

選取代理程式叢集畫面上的代理程式名稱。

5.

在代理程式頁籤的 Web URL 中，將 Web URL 定義為：
https://WebServer URL
以下圖片顯示「代理程式」頁籤中的「Web URL」欄位。

6.

如果您有多個代理程式，請按照下列範例來定義 Proxy 設定：
agent1/epmagent
agent2/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9090/epmagent
http://Agent Server2:9090/epmagent

在「代理程式」頁籤中，按照下列範例來定義 Web URL：
https://WebServer URL/agent1
https://WebServer URL/agent2

備註：
Oracle 建議您，與您的網路和 Web 伺服器管理員合作，來設定 Web 伺服器
和 Proxy 組態。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
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
這個部分說明，如何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來擴充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與您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能力。
快速參考：
• 將來自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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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
• 建立向下鑽研
• 瞭解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瞭解代理程式叢集
•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
•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指令碼

備註：
如需如何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
代理程式。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如果您想要擷取及轉換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或任何系統 (例如第三方雲端) 的資料和中繼資料，然
後將該資料傳遞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整合代理程式
就是適合您的完整解決方案。
您可以使用自訂的 SQL 查詢或預先封裝的查詢連線到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或從內部部署資料來
源載入資料，以便從 EBS 和 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匯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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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資料整合狀態並檢視結果
在工作流程處理程序期間您隨時可以複查和驗證您的整合，以協助您評估要載入之資料
的狀態和品質。「程序詳細資料」和「工作台」提供了一個架構，讓您可以透過該架構
從來源系統匯入、檢視和驗證，以及匯出資料。

檢視程序詳細資料
使用「程序詳細資料」來檢視已提交整合的狀態和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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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檢視程序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再從動作下拉清單，選取程序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特定整合的程序詳細資料，請按一下資料整合右側的
料。

2.

，然後選取程序詳細資

選取整合的程序 ID，以檢視已提交整合的狀態。
「程序詳細資料」頁面顯示針對整合所執行的程序。每個程序會顯示在下列資料欄中：
• 程序 ID — 系統針對每個已提交整合產生的識別編號
• (狀態) — 顯示程序狀態的影像指標。您可以將滑鼠指標停在圖示上以檢視「畫面秘
訣」。
可用狀態：
–

—「資料整合」已處理成功。

–

— 資料整合沒有順利完成。

–

— 整合正在等候處理。

以顯示已提交整合的日誌。對於每個整合，日誌會顯示狀態、程
• 日誌 — 按一下
序步驟、程序開始時間以及程序結束時間。

• 輸出檔案 — 每當系統針對整合產生輸出檔案時，

就會顯示在此欄位中。

輸出檔案會在啟用匯出資料檔案的選項時產生。資料檔案的名稱為 <target application
name>_<process ID>.dat，而且寫入至 <application root folder>/outbox 目錄。如果
您從「程序詳細資料」頁面開啟輸出檔案，輸出檔案的格式為 pdf。您可以按一下
來開啟或儲存輸出檔案。
輸出檔案也能包含驗證錯誤報告，顯示載入資料時被拒絕的資料儲存格、交集和拒絕
原因。當顯示驗證失敗原因目標選項啟用時，驗證錯誤報告選項才會啟用。請參閱定
義目標選項。
當資料載入在執行整合步驟期間失敗時，系統會產生一個錯誤訊息輸出檔案，您可以
從此欄位中取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錯誤訊息輸出檔案。
• 初始程序者 — 提交整合之個人的使用者 ID。
• ODI 階段作業編號 — Oracle Data Integrator 中的階段作業編號。您可以用此查閱
Oracle Data Integrator 中的階段作業。

備註：
只有在離線執行期間處理資料時，「程序詳細資料」中才會出現 ODI 階段作
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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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
• 錯誤訊息 — 顯示已提交整合失敗的原因。
• 上次執行 — 顯示已提交整合上次執行的日期。

檢視錯誤訊息輸出檔案
將資料匯出至 Planning 時，在載入資料步驟期間發生的所有錯誤訊息都會擷取到一個
個別的輸出檔案，該檔案只包含錯誤訊息。這項資訊是一個很有用的偵錯工具。只要複
查這些輸出檔案，就能輕易找出任何錯誤，或者可以下載檔案並且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給
使用者。

備註：
錯誤訊息也會顯示在程序日誌中，但如果日誌層級設為 "1" 可能就不會出現。
此外，程序日誌也會顯示狀態、程序步驟和程序時間，可能會比較難找出錯誤
訊息。
如果使用以下三種方法的其中一種，會發生將資料載入至 Planning 時產生的錯誤訊
息。
• 直接載入至 Essbase (當載入方法是「僅數值資料」時使用)
• 大綱載入公用程式 (當載入方法是「具有安全性的所有資料類型 - Admin 使用者」
時使用)
• 「具有安全性的所有資料類型」時使用的 REST API (如果為管理員啟用安全性)
在下列範例中，當直接載入至 Essbase 失敗時會產生錯誤訊息：

在此範例中，錯誤訊息指出從「大綱載入公用程式」載入時產生了一個無效的成員號
碼。

若要檢視整合的錯誤訊息輸出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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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資料整合首頁，再從動作下拉清單，選取程序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特定整合的程序詳細資料，請按一下資料整合右側的
料。

2.

選取產生錯誤訊息輸出檔案的整合的程序 ID。
整合執行失敗時，整合的狀態欄中會顯示

3.

，然後選取程序詳細資

從輸出中，按一下

。

。

會顯示 Planning 的 application_processid.out 頁面。

4.

開啟或儲存錯誤訊息輸出檔案。
錯誤訊息輸出檔案會以您預設的文字編輯器開啟。

使用工作台
「工作台」提供了一個檢視點 (POV) 架構，可用於匯入、檢視和驗證，以及從您的來源系統匯
出資料。
「工作台」提供了一個檢視點 (POV) 架構，可用於匯入、檢視和驗證，以及從您的來源系統匯
出資料。工作台的重要功能包含：
• 互動式載入程序以及供匯入 (
(

)、匯出 (

) 和檢查資料 (

)、驗證

)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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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建以檢視「來源」(所有)/「來源」(對映)/「目標」/「來源和目標」值
• 顯示「PTD/YTD 值」以供就緒參照

若要顯示工作台，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工作台。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資料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期間，接著從期間下拉清單，選取期間的 POV，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由於本版「資料整合」中「工作台」版本的限制 (請參閱必備條件)，建議
您使用資料管理中的「資料載入工作台」來檢視的更詳細的資訊或執行任
何整合的驗證。請參閱使用資料載入工作台。

使用工作台工作流程
「工作台」中的工作流程列由下列任務所組成：

當任務順利完成時，圖示會醒目提示。如果任務尚未完成，或已執行但未成功，圖示會
以灰階顯示。
您只要簡單地按一下任務，即可在工作流程列上的任務之間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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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描述

詳細資訊

匯入

從來源系統匯入資料，並執行必
要的轉換。

匯入來源資料

驗證

確認所有成員都對映至有效的目
標系統科目。如果來源檔案中有
任何未對映的維度對映，則會發
生驗證錯誤。

驗證來源資料

匯出

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

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

檢查

執行檢查以顯示目前 POV 的「檢 檢查資料
查」日誌。

匯入來源資料
當指示匯入來源檔案時，資料整合會使用目前 POV 來判斷位置、類別和期間，然後執行下列
動作：
• 如果選取了「取代」選項，就刪除現有檔案，
• 載入來源檔案，
• 將來源維度對映至目標維度。
若要匯入來源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然後選取工作台。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選擇性：按一下期間，從目前 POV 中選取另一個期間。

3.

按一下匯入 (

4.

從匯入模式，選取匯入資料的方法。

)。

可用的匯入模式：
• 附加 — 保留 POV 現有的列 (不合併其中的資料)，但將新列附加至 POV。例如，第一
次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50 列。在這種情況下，附加了 50 列。在此載入之
後，POV 的列合計為 150。
• 取代 — 清除目標中 POV 的所有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例如，第一次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70 列。在這種情況下，移除了 100 列，然後將 70 列載入至
TDATASSEG。在這次載入之後，列合計為 70。
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取代」會清除您載入的年度、期間、案例、版本和實體的
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資料。請注意，當您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有年度資料
但只載入單一月份時，此選項會在執行載入前清除整個年度。
5.

僅適用於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從檔案，視您要從應用程式 Inbox 或從另一個位置上傳資
料檔案而定，按一下

6.

以導覽至檔案瀏覽器上的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執行。

驗證來源資料
驗證來源資料以確認所有成員都對映至有效的目標系統科目。它也會將維度對映與來源檔案進
行比較，並識別出未對映的維度。必須等到所有維度都正確對映，而且任何驗證錯誤都已更正
之後，工作流程才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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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驗證來源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工作台。

2.

選擇性：按一下期間，從目前 POV 選取另一個期間。

3.

按一下驗證
(
)。
「驗證」已提交供執行。當執行程序之後驗證失敗，系統會顯示「狀態訊息：失
敗」訊息，然後「驗證」圖示會以灰色顯示。如果驗證成功，「驗證」圖示會以藍
色顯示。

4.

選擇性：若要離線執行驗證，請按一下離線繼續。

5.

選擇性：按一下

以下載日誌，然後開啟日誌。

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
來源資料通過驗證程序後，會建立一個載入檔案。在您已複查資料網格的資料，並確定
要將其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後，才選取「匯出」選項。
若要將資料匯出至目標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工作台。

2.

選擇性：按一下期間，從目前 POV 中選取另一個期間。

3.

按一下匯出 (

4.

從匯出模式，選取匯出資料的方法。

)。

可用的匯出模式：
• 合併—使用載入檔案中的新資料覆寫現有資料。(依預設，將在「合併」模式下
處理所有資料載入。)如果資料不存在，請建立新資料。
• 取代 — 清除目標中 POV 的所有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例如，第一次
載入有 100 列，而第二次載入有 70 列。在這種情況下，移除了 100 列，然後
將 70 列載入至 TDATASSEG。在這次載入之後，列合計為 70。
對於 Planning 應用程式，「取代」會清除您載入的年度、期間、案例、版本和
實體的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資料。請注意，當您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
中有年度資料但只載入單一月份時，此選項會在執行載入前清除整個年度。
• 累積 — 使用載入檔案中的資料累積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對於資料檔案中的每個
唯一檢視點，載入檔案中的值將會加到應用程式中的值上。
• 減去 — 從目標應用程式中的值減去來源或檔案中的值。例如，當您在目標中有
300、在來源中有 100 時，則結果會是 200。
5.

按一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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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資料
資料匯出至目標系統後，請執行「檢查」步驟以顯示目前 POV 的「檢查」日誌。如果目前
POV 不存在檢查記錄資料，則會建立空的日誌檔。
若要檢查資料：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選擇性：按一下期間，從目前 POV 中選取另一個期間。

3.

按一下檢查 (

，然後選取工作台。

)。

已提交「檢查」日誌供執行使用。
4.

選擇性：若要離線執行檢查日誌，請按一下離線繼續。

5.

選擇性：按一下

，以下載並開啟日誌。

篩選工作台資料
您可以套用篩選條件來檢視工作台中的特定值。您可以使用 "Contains" 或 "Equal" 運算元和特
定值，根據一個以上的維度來建立篩選準則。
若要篩選工作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選擇性：按一下期間，從目前 POV 中選取另一個期間。

3.

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

4.

選取要套用篩選條件的值 (維度)。

，然後選取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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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運算元下拉清單中，選取篩選條件的運算元和值。
可用的運算元如下：
• Contains - 傳回包含「值」欄位中的字串字元的值。
• Equals - 傳回等於「值」欄位中的字串字元的值。

6.

在值中，指定用於篩選條件的特定值。

使用鑽研至來源
資料整合提供的架構可讓您從目標應用程式鑽研到來源應用程式。當您想瞭解資料值的
來源，或需要值的詳細資料達到細微層級時，請使用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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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在資料整合中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在「目標選項」中對應用程式指定選
擇性的鑽研地區 (請參閱定義目標選項)。當鑽研地區定義傳遞至目標應用程式時，可鑽研的值
會由工作台中醒目提示的儲存格來表示。
要依據 URL 進行鑽研，您必須連線至資料所在的伺服器。只有對透過資料管理或資料整合載
入的資料，才能進行鑽研。此外，因為鑽研可用於目標應用程式中，資料載入對映至少必須有
一個明確的對映，才能使用鑽研。
從目標應用程式鑽研到來源時，會顯示個別的登陸頁面，其顯示構成所選取儲存格的數量的所
有列。
在以下的範例中，可從 Planning 中的資料表單使用鑽研。

您可以從此登陸頁面開啟來源文件，或繼續鑽研至已定義的來源系統登陸頁面。

備註：
對於載入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匯率資料，不支援鑽研功能。

在工作台中定義自訂檢視
在工作台中工作時，您可以在顯示中建立欄的檢視定義。此功能可讓您對工作台處於作用中的
資料集套用自訂檢視。檢視能讓您重新排列資料的呈現方式，提供您不同的方式來查看工作台
中的欄。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檢視，根據需求讓您把焦點放在特定的「金額」欄或隱藏「實
體」欄。欄可以重新命名、重新排序、在自訂檢視定義中納入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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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也可以將檢視定義與一個公用檢視建立關聯讓每個人都能使用，或將它指派為私
人只讓管理員使用。
若要建立檢視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資料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期間，接著從期間下拉清單，選取期間的 POV，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從檢視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建立自訂檢視定義的預設檢視，然後按一下

，然後選取工作台。

。

備註：
在任何 POV 上顯示的工作台檢視，都只能依目標應用程式篩選，無法依
為整合選取的目標計畫類型篩選。這可能會在下拉清單中顯示不適用於
POV 的檢視。

4.

從編輯檢視定義頁面中，按一下

。

5.

在建立檢視定義視窗中，輸入自訂檢視定義的名稱。
檢視定義名稱可以包含英數字元。檢視定義名稱最多可以有 80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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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可用的欄」左側窗格中，選取要新增至「顯示欄」窗格的欄，然後按一下
您可以按住 Shift 後按一下

。

，在「顯示欄」窗格中新增所有可用的欄。

其他移動選項包括：
•

—將選取的欄從顯示欄窗格移到可用的欄窗格。

•

—將所有選取的欄從顯示欄窗格移到可用的欄窗格。

若要清除檢視中填入的值，請按一下重設。
7.

選擇性：若要重新命名顯示欄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啟用編輯滑桿，然後輸入新的欄
名。

8.

選擇性：若要將檢視定義關聯為公用，請啟用公用滑桿。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使用與公用檢視關聯的檢視定義。
若要將檢視定義關聯為私人，請停用公用滑桿。
只有管理員才能使用與私人檢視關聯的檢視定義。

9.

選擇性：若要重新排列顯示欄窗格中的欄，請選取欄，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

—將欄向上移動到顯示的頂端。
—將欄向上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顯示的一個位置。

•

—將欄向下移動到顯示的底端。

10. 選擇性：按一下排序可用遞增或遞減順序來排序顯示欄窗格中的欄。
11. 按一下確定或

儲存並更新檢視定義。

12. 選擇性：若要刪除檢視，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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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來源資料
當您使用工作台從來源系統匯入、檢視、驗證及匯出資料時，資料整合會自動驗證要整
合的資料。
對來源資料的驗證確認所有成員對映至有效的目標系統帳戶。如果來源檔案中有任何未
對映的維度對映，則會發生驗證錯誤。驗證時會將維度對映與來源檔案進行比較，並識
別出未對映的維度。所有維度正確對映後，程序流程才能繼續執行。在驗證程序的過程
中，可使用「修正對映」功能。使用者可直接從「驗證」頁面檢視並修正對映錯誤。

驗證對映錯誤
因為剛新增的維度成員可能未對映，對來源系統新增維度成員將會產生驗證錯誤。如果
維度成員未對映而您驗證載入，則工作台會自動啟動「驗證錯誤」畫面，顯示未對映
(因此未定義) 的維度成員數。您必須更正任何未對映的維度成員，才能夠重新執行驗
證。
若要驗證來源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2.

按一下驗證
(

，然後選取工作台。

)。
若要離線執行驗證，請按一下離線繼續。
按一下

以下載並開啟日誌。

「驗證」已提交供執行。當執行程序之後驗證失敗，系統會顯示「驗證錯誤」頁
面。

如果驗證成功，「驗證」圖示會以藍色顯示且不會啟動「驗證錯誤」頁面。

修正對映錯誤
在工作台中，您可以在對映錯誤發生時立即檢視並修正那些錯誤。
若要驗證來源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整合右側的

，然後選取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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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驗證
(
)。
若要離線執行驗證，請按一下離線繼續。
按一下

以下載並開啟日誌。

「驗證」已提交供執行。當執行程序之後驗證失敗，系統會顯示「驗證錯誤」頁面。

3.

從驗證錯誤頁面的維度名稱下，選取需要對映或修正的維度名稱或成員，然後按一下修正
對映。

4.

從「對映成員」頁面，完成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員。

(新增)—在「新增成員對映」頁面中新增成員對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映成

(編輯)—編輯成員對映。
(刪除)—刪除成員對映。

瞭解 EPM 整合代理程式
您可以把 EPM 整合代理程式部署成兩種模式：同步及非同步。
在同步模式中，當您執行整合作業時，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會
根據叢集指派，啟動從雲端到適當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直接呼叫。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執行
資料擷取程序，然後將資料傳送到雲端。當資料傳送到 EPM Cloud 之後，系統會匯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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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映資料，然後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在這個模式中，由於 EPM Cloud 會直接
與 EPM 整合代理程式通訊，請將您的內部部署環境設定成會接受來自 EPM Cloud 的傳
入通訊。
在非同步模式中，當您執行整合作業時，EPM Cloud 會把要在 EPM Cloud 中執行的整
合工作加入佇列。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依照特定的時間間隔，持續地輪詢工作佇列。
如果它找到工作，就會執行資料擷取步驟，然後將資料傳送到 EPM Cloud。當資料傳送
到 EPM Cloud 之後，系統會匯入資料、對映資料，然後將資料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
在這個模式中，EPM Cloud 與 EPM 整合代理程式之間的所有通訊都是由 EPM 整合代
理程式啟動的，因此您不需要傳入通訊的設定。然而，根據輪詢的頻率，執行時間可能
會延遲。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程序描述
以下步驟大略說明如何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來匯入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或中繼
資料子集，然後將該子集直接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1.

在資料整合中，編寫 SQL 查詢以擷取來源系統的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SQL 查詢。

2.

使用 SQL 來產生有標頭記錄的範例資料檔案。
標頭記錄中的資料欄名稱，必須與 SQL 中的資料欄名稱或資料欄別名完全相同。這
些名稱是會區分大小寫的。

3.

在「應用程式」中，建立「內部部署資料庫」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範例資
料檔案。

4.

對映來源欄以識別來源維度如何轉譯至目標維度。

5.

將整合作業指派給不同的叢集。叢集就是一組獨立的 EPM 整合代理程式。叢集會
在一組整合作業之間分散傳入的工作流量。

6.

執行整合作業。

將來自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資料解壓縮
您可以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從自己的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擷取資料，然後直接把該
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整合代理程式
會針對內部部署的關聯式資料庫執行查詢，然後將資料載入至 EPM Cloud。
EPM 整合代理程式被定義為整合作業的資料來源，它會在執行時提供資料，以供後續
對映之用，並載入至您選取的應用程式。
EPM 整合代理程式也可以藉由指令碼擴充功能，來存取其他的資料來源，包括第三方
的雲端應用程式、非關聯式來源，或是任何其他能使用指令碼、報表或 API 來存取的系
統。
如果您要使用這個功能，並登錄您為擷取作業所建立的應用程式，就必須建立一個檔
案，當中只包含有一個標頭記錄的範例資料。檔案中不能有應用程式名稱或 SQL 查詢
之類的資料，而檔案名稱必須是應用程式的名稱。這種類型的資料來源就是屬於「內部
部署資料庫」類型的應用程式，它採用配接器型的架構。
如何建立內部部署資料庫配接器：
1.

在資料整合中建立查詢定義，然後儲存 SQL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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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操作步驟，請參閱建立 SQL 查詢。
如果您在資料整合中有已登錄的 SQL 查詢，請略過這個步驟。
2.

建立其中有內部部署資料庫之標頭列的檔案。
這個標頭列必須與目標維度中的維度名稱完全相符。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料欄名稱的
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3.

將該檔案儲存成有標頭列的 CSV 格式檔案。
請在登錄目標應用程式時，使用檔案瀏覽器上傳該檔案。

4.

建立內部部署資料庫資料來源：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b.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c.

從建立應用程式中，選取類別，然後選取資料來源。

d.

從類型中，選取內部部署資料庫。

e.

從檔案中，選取您在步驟 1 建立的檔案。
按一下

5.

。

以瀏覽「檔案瀏覽器」頁面中的檔案。

當畫面出現提示時，選取您在步驟 1 建立的檔案。

13-39

第 13 章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

6.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7.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8.

在應用程式中，按一下步驟 3-7 所建立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邊的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9.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

10. 在資料擷取查詢中，指定要針對檔案執行的 SQL 查詢名稱。
11. 在分隔符號中，選取您在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

可用的分隔符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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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號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分隔號 (|)
12.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包括：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在內部部署環境中建立一個檔案，以便儲存 JDBC URL、使用
者名稱和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備註：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密
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為
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13. 在 JDBC 驅動程式中，選取您要在連線至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時使用的 JDBC 驅動程

式類型。

可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包括：
• Microsoft SQL Server
• Oracle
14.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可讓您使用 Java 連線至關聯式資料庫。
針對 Oracle Thin JDBC 驅動程式，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針對 MS SQL Server，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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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15.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
16. 在密碼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密碼。
17.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系統在查詢的每個資料庫來回行程所要提取 (讓驅動程式處理)

的資料欄數量。

18. 按一下儲存。

以下圖片顯示應用程式選條件：

編輯應用程式選項
您可以指定其他應用程式，讓系統在使用內部部署資料庫來源時，只傳回符合您選取條
件的記錄。您可以指定單一或多個篩選條件，還能指定要傳回的精確值。
若要對內部部署資料來源套用其他應用程式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邊的

3.

選取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然後按一下編輯選項。

4.

在編輯選項頁面中，按一下新增。
此時畫面會顯示空白的輸入欄。

5.

在名稱中，輸入篩選條件的名稱。
例如，您可以輸入位置或期間。
您輸入的名稱必須是繫結變數，或是 SQL 陳述式中實際值的保留位置。如果是繫結
變數，您必須用 ~~ 字元括住該變數。例如，如果您要把「Period」當作繫結變
數，請指定：~PERIOD~。而名稱必須與您在 SQL 查詢中指定的名稱完全相符。

6.

在顯示提示中，指定該篩選條件在資料整合的編輯整合頁面上的顯示提示名稱。

7.

在顯示順序中，指定該篩選條件在編輯整合頁面上的顯示順序。
若此欄位空白，則無法顯示自訂篩選條件，而且會使用預設值作為篩選條件值。
例如，您可以輸入 99，以顯示位於第 99 位置序列的篩選條件，或是位於篩選條件
清單中第 99 個位置的篩選條件。顯示順序是從最低到最高來排列的。

8.

在顯示層級中，選取規則以指出篩選條件要在哪個層級顯示。

9.

在驗證類型中，選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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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一下確定。

以下圖片顯示，您可以如何在資料管理中設定「期間」和「位置」應用程式篩選條件。

以下頁面顯示，「期間」和「位置」篩選條件在資料整合的編輯整合頁面上的轉譯方式。

建立 SQL 查詢
「查詢」選項可讓您在建立 SQL 資料來源時，儲存 SQL 查詢的定義。這種資料來源類型與內
部部署資料庫配接器相關聯，讓您能夠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來擷取內部部署資料庫的資
料，然後將該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按一下查詢。

2.

按一下查詢畫面上的新增 (

3.

在建立查詢畫面的查詢名稱中，指定 SQL 查詢的名稱。

)。

您也會在資料管理的「應用程式篩選條件」頁面上使用該查詢名稱，以便讓您在目標應用
程式中登錄 SQL 資料來源時，能夠辨識出該資料擷取查詢。
4.

在查詢字串中指定 SQL 陳述式，以便用來根據檔案中的標頭列來擷取資料。
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料欄名稱的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當您針對標頭列值來指定字串，且字串中的字元有混合大小寫時，請使用雙引號來括住字
串。如果您沒有用雙引號括住其中有混合大小寫字元的字串，系統會把該字串當作大寫字
元來解析。
例如，假設您標頭列所用的別名名稱為 Acct、Prod、Ent、Amt、Loc、Dat，則您可以輸
入類似以下內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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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儲存。

在 SQL 查詢中使用條件
在 WHERE 子句後面，您可以為 SELECT 陳述式傳回的列指定搜尋條件。當條件對特
定列評估為 True 時，搜尋條件就會傳回值。
有效的條件包括：
• 等於
• 介於
• 類似
• 不在
• 在
請注意下列事項：
• 在 SQL 查詢中選取的條件所傳回的參數是在資料管理中的「目標應用程式篩選條
件」頁面指定。
• 複雜查詢中的 = (等於) 符號必須優先於 $ 參數。
• 目標應用程式參數的值可以有逗號分隔的值，例如 IN,BETWEEN,NOT IN。
• 系統會指派繫結參數的資料類型。數字和日期會處理為整數和日期。其他所有值會
被視為字串。
• 從資料整合中「執行整合」頁面的「篩選條件」頁籤，可以使用條件化的篩選條
件。
下表描述 SQL 查詢中可使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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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描述

EQUAL

檢查兩個表示式是否相等。如果表示式相等，則條
件為 True，傳回相符的記錄。
下列 SQL 陳述式在等於條件成立時執行，並傳回客
戶 ID 等於 Smith 的記錄：

SELECT * FROM Customers
WHERE CustomerID=1
BETWEEN

檢查某個範圍之間的值，並傳回相符的值。
BETWEEN 條件是包含值，亦即包含開始值和結束
值。
BETWEEN 語法：

SELECT column_name(s)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 BETWEEN value1 AND
value2;
LIKE

在 SELECT 陳述式的 WHERE 子句中使用萬用字元
執行並傳回符合的樣式。
使用兩個萬用字元搭配 LIKE 運算子：
• %：百分比符號代表 0 個、1 個或多個字元
• _：底線代表一個字元
LIKE 語法：

SELECT column1, column2, ...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 LIKE pattern
等於值清單中的任何值。

IN

IN 語法：

SELECT column_name1, column_name2, etc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1 IN (value1, value2,
etc);
NOT IN

檢查兩個表示式是否相等。如果表示式不相等，則
條件為 True，傳回不相符的記錄。
NOT IN 語法：

SELECT column_name1, column_name2, etc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1 NOT IN (value1,
value2, etc);

在 SQL 查詢中使用「於」/「介於」條件顯示數值類型篩選條件
下列步驟描述如何在由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的 SQL 查詢中使用「於」和「介於」條件，顯
示數值類型篩選條件。
若要使用「於」/「介於」條件顯示數值類型篩選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整合中建立與 SQL 資料來源相關聯的 SQL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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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標應用程式中登錄 SQL 資料來源時，查詢名稱可用於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頁面中識別資料擷取查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SQL 查詢。
2.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3.

從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資料目標應用程式右側的

4.

按一下

，然後選取編輯選項。

(新增)。

在此範例中，篩選的名稱是 COL1_COND，「顯示提示」的名稱是
CONDITIONCOLI。此名稱會在「選項」頁面中顯示為 Data Integration 中的目標
選項。

5.

按一下新增，並為 EXTRACT_QUERY 新增篩選條件，指定 EXTRACT_QUERY
參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篩選條件的結果顯示如下：

EXTRACT_QUERY 的值是 TDATA2，且 CONDITIONALCOLI 會使用範圍值從 1 1999 的「介於」條件。
6.

在資料整合中，選取步驟 1 的 SQL 查詢。

7.

指定根據檔案的標頭列和任何篩選條件用來擷取資料的 SQL 陳述式。
下列 SQL 包括篩選條件的語法，能讓使用者運用「介於」從一個彈性的科目值範圍
選取。請注意沒有等號。這是由應用程式篩選條件中的條件清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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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資料管理中，更新資料規則以新增篩選條件。
您可以在執行時期選擇性將「篩選條件」頁籤更新為您在「執行整合」頁面選取的項目。

建立向下鑽研
當您要整合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時，可以向下鑽研來源，以便檢視與要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科目餘額資料相關聯的詳細資料。視登陸頁面的有無而
定，您可以執行兩種類型鑽研：
1.

如果來源系統提供會顯示詳細來源資料的登陸頁面，您就可以使用 http URL 來存取登陸頁
面，然後將環境定義參數傳遞到該頁面。如要使用這個方法，您必須在「對映維度」頁面
上定義與其他來源整合類似的 http 鑽研 URL，然後使用替代變數來傳遞 URL 參數。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鑽研。

2.

如果來源系統未提供登陸頁面來檢視詳細來源資料，請使用「EPM 整合代理程式」在來源
資料庫中執行 SQL 查詢，然後在資料整合的快顯視窗中顯示查詢結果。如要使用這個方
法，您需要以 https 模式執行的 Web 伺服器。Web 伺服器會接受鑽研要求，並將該要求
路由至代理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對沒有登陸頁面之來源系統的向下鑽研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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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對沒有登陸頁面之來源系統的向下鑽研作業
當您要向下鑽研至沒有登陸頁面的來源系統時，請在來源資料庫中執行 SQL 查詢，然
後在 Data Integration 的快顯視窗中顯示查詢結果。
如何建立查詢來進行鑽研作業：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查詢。

2.

按一下查詢畫面上的

3.

在建立查詢畫面的查詢名稱中，指定查詢的名稱，以便查詢來源系統的資料。

4.

在查詢字串中指定 SQL 陳述式，以便用來根據檔案中的標頭列來擷取資料。

。

您可以在 SQL 查詢中使用欄名稱別名作為維度名稱。
當您針對標頭列值來指定字串，且字串中的字元有混合大小寫時，請使用雙引號來
括住字串。如果您沒有用雙引號括住其中有混合大小寫字元的字串，系統會把該字
串當作大寫字元來解析。
查詢可以包含篩選條件，但您必須用 ~~ 字元括住篩選條件的繫結變數。

5.

按一下儲存。

6.

在資料整合首頁中，按一下要新增鑽研的整合作業右側的
度。

7.

在對映維度頁面的鑽研 URL 中，按一下鑽研筆圖示。

，然後選取對映維

如需「對映維度」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對映維度。
8.

在編輯鑽研 URL 頁面中，指定 #agent 標記，然後指定鑽研 URL 的參數。
例如，針對步驟 4 中的查詢，您可以輸入 #agent?QUERY=Source Drill
Query&SOURCE_ACCOUNT=$ACCOUNT$&SOURCE_PERIOD=$ATTR1$，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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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您在步驟 3 中定義的查詢名稱。
• SOURCE_ACCOUNT：衍生自 ACCOUNT 欄。
• SOURCE_PERIOD：衍生自 ATTR1 欄。
9.

將來源欄中的欄對映至要鑽研之目標應用程式中的維度，然後按一下儲存。

10.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代理程式。
11. 在代理程式叢集畫面中，選取要用來鑽研的代理程式名稱。
12. 在代理程式頁籤的 Web URL 中，選取要用於啟用自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傳入之通訊的 Web 伺服器閘道。

如果您要使用同步模式，系統會使用您之前定義來執行資料載入作業的 Web 伺服器 URL
來執行鑽研。您不需要進行額外的設定。
如果您在非同步模式中使用代理程式，請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法定義 URL：
• 設定 https Web 伺服器與如何設定同步模式類似。請參閱設定同步模式。
• 將「代理程式 URL」指派為 Web 伺服器 URL。從 https 頁面存取 http URL 之後，您
需要在瀏覽器安全性設定值中定義「例外」。
對於 Chrome，依序選取設定值、隱私權和安全性和不安全內容，然後在允許下新增
下列站台 *.oraclecloud.com。

備註：
您必須在執行代理程式的區域網路上，才能在非同步模式中執行代理程式時進行
鑽研。

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
您可以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建立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到內部部署資料來源的直接連線。這些配接器可讓您匯入下列來源的資料：
• EBS 總帳餘額
• Peoplesoft 總帳餘額

備註：
如需有關內建 EBS GL 餘額查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Business Suite 總帳 GL 預
先內建的查詢參照。
如需有關內建 Peoplesoft GL 餘額查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Peoplesoft 總帳預先內
建的查詢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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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預先封裝的內部部署配接器載入資料：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2.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3.

按一下建立應用程式頁面中的類別，然後選取資料來源。

。

系統會將預先封裝之配接器的應用程式名稱植入應用程式名稱。
4.

從類型中，選取 EBS 總帳餘額或 Peoplesoft 總帳餘額。

5.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
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6.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7.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8.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9.

在分隔符號中，選取您在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

。

可用的分隔符號：
• 逗號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分隔號 (|)
10.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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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 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在內部部署環境中建立一個檔案，以便儲存 JDBC URL、使用
者名稱和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備註：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密
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為
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11. 僅限 Peoplesoft：在 JDBC 驅動程式中，選取您要在連線至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時

使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

可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包括：
• Microsoft SQL Server
• Oracle
JDBC 驅動程式就是能讓 Java 應用程式與資料庫通訊的軟體。JDBC 驅動程式會將連線資
訊傳送給資料庫，並在用戶端和資料庫之間傳送傳輸查詢用的通訊協定，以及查詢結果。
12.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可讓您使用 Java 連線至關聯式資料庫。
針對 Oracle Thin JDBC 驅動程式，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針對 SQL Server，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13.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
14. 在密碼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密碼。
15.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系統在查詢的每個資料庫來回行程所要提取 (讓驅動程式處理) 的資料

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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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一下儲存。

E-Business Suite 總帳 GL 預先內建的查詢參照
您可以使用預先內建的查詢匯入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來源的總帳餘額，然後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並登錄一個可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標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Note:
分類帳與期間是使用 E-Business Suite 預先內建查詢的必要參數。

以下顯示 EPM 整合代理程式隨附的預先建立 E-Business Suite 查詢。請注意，您可以
使用此查詢作為建立自訂查詢的起點。
SELECT
gcc.SEGMENT1
gcc.SEGMENT2
gcc.SEGMENT3
gcc.SEGMENT4
gcc.SEGMENT5
gcc.SEGMENT6
gcc.SEGMENT7
gcc.SEGMENT8
gcc.SEGMENT9
gcc.SEGMENT10
gcc.SEGMENT11
gcc.SEGMENT12
gcc.SEGMENT13
gcc.SEGMENT14
gcc.SEGMENT15
gcc.SEGMENT16
gcc.SEGMENT17
gcc.SEGMENT18
gcc.SEGMENT19
gcc.SEGMENT20
gcc.SEGMENT21
gcc.SEGMENT22
gcc.SEGMENT23
gcc.SEGMENT24
gcc.SEGMENT25
gcc.SEGMENT26
gcc.SEGMENT27
gcc.SEGMENT28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as

"Segment1",
"Segment2",
"Segment3",
"Segment4",
"Segment5",
"Segment6",
"Segment7",
"Segment8",
"Segment9",
"Segment10",
"Segment11",
"Segment12",
"Segment13",
"Segment14",
"Segment15",
"Segment16",
"Segment17",
"Segment18",
"Segment19",
"Segment20",
"Segment21",
"Segment22",
"Segment23",
"Segment24",
"Segment25",
"Segment26",
"Segment27",
"Segment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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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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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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EQ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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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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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oft 總帳預先內建的查詢參照
您可以使用預先內建的查詢匯入 Peoplesoft 來源的總帳餘額，然後使用 EPM 整合代理
程式建立並登錄一個可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目標
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以下顯示 EPM 整合代理程式隨附的預先建立 Peoplesoft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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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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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S_GL_ACCOUNT_TBL B
WHERE PGA.SETID = B.SETID AND PGA.ACCOUNT = B.ACCOUNT )
)
AND ( PL.ACCOUNT=PGA.ACCOUNT )
)

從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收件匣中的檔案匯入資料
您可以從位於本機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收件匣資料夾中的檔案匯入資料，然後由代理程式上傳
並處理檔案。

Note:
此功能可讓您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收件匣中的檔案，而無須使用 EPM Automate
命令先匯入檔案。
若要將檔案暫存至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收件匣，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EPMAgentData> 應用程式資料夾下建立要存放複製檔案的收件匣資料夾。

2.

在代理程式啟動參數檔案的 EPM_AGENT_INBOX 參數欄位中，指定收件匣的位置。
a.

前往 <EPMAgentDevData\config> 目錄。

b.

按兩下 agentparams.ini 檔案，以便用文字編輯器 (例如 Notepad) 開啟該檔案。

c.

在 EPM_AGENT_INBOX 參數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收件匣的完整目錄，然後
儲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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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ata Integration 首頁中，按一下以檔案為基礎之整合右側的
項。

4.

選取選項頁籤。

5.

在目錄中輸入 #agentinbox，然後按一下儲存。

，然後選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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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檔案暫存至您在步驟 1 建立的收件匣。

使用代理程式檔案配接器
代理程式檔案配接器可讓您將非常大量的檔案從內部部署檔案資料來源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它會擴充直接載入方法，如此 EPM Cloud 資料
庫就可略過暫存與處理，消除任何效能瓶頸並改善載入程序的效能與延展性。代理程式檔案配
接器不包含任何連線或查詢參數。唯一需要的參數是檔案名稱。需要具有標頭記錄的分隔檔案
才能進行載入。
若要將直接載入方法與代理程式檔案配接器搭配使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內部部署檔案配接器。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b.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c.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來源。

d.

從類型中，選取內部部署檔案。

(新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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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從檔案中，指定要作為範本的來源資料檔案。
按一下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搜尋檔案。

選取檔案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來源資料檔案必須是分隔的資料檔案。
• 使用的資料檔案必須包含一行標題，該標題描述分隔的欄。
• 可以載入數值與非數值資料。
f.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
程式的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g.
2.

按一下確定。

建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與 EPM Cloud 之間的整合工作：
a.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b.

在建立整合頁面的名稱與描述中，輸入整合工作的名稱與描述。

c.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d.

點選以開啟直接載入滑桿。

(「新增」圖示)。

當您建立整合工作與直接載入方法之間的關聯並儲存工作之後，即無法回轉直
接載入關聯。不過；無法刪除整合工作。
e.

按一下

f.

從選取來源頁面中，按一下內部部署檔案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邊的

(選取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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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按一下

h.

從選取目標頁面，選取目標 EPM Cloud 應用程式。

i.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選取目標)。

對映內部部署檔案資料來源與 EPM Cloud 應用程式之間的維度：
a.

在對映維度頁面的類型中，選取資料載入方法的類型。
可用選項：
• 分隔 - 數值資料：僅支援數值資料類型。
• 分隔 - 所有資料類型：支援下列資料類型至 Planning

b.

–

數字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

資料

在對映方格中，完成下列動作，以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中的來源欄對映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i.

在選取來源維度中，選取要對映至 EPM Cloud 維度之來源維度的名稱。

ii.

選擇性：EPM Cloud 維度。.
如需使用目標表示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目標表示式。

Note:
您無法將 SQL 目標表示式類型與直接載入方法搭配使用。
來源表示式類型不適用於直接載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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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執行整合：
a.

從資料整合首頁，選取與直接載入相關聯的整合工作，然後按一下

b.

按一下執行整合頁面中的模式下拉清單，然後選取整合的匯出模式。

。

可用選項：
• 合併 - 依預設，會在「合併」模式中處理所有資料載入。如果資料已存在於
應用程式中，系統會以載入檔案的新資料覆寫現有資料。如果資料不存在，
將建立新資料。
• 取代—清除您要載入的 Year、Period、Scenario、Version 和 Entity 維度的
資料，然後從來源或檔案載入資料。

Note:
在「取代」模式中，在遇到特定 Scenario/Year/Period/Entity/
Mapped Data Source 的第一筆記錄之前，會清除該 Scenario、
Year、Period、Entity 與 Mapped Data Source 的整個資料組合
（不論是手動輸入或先前載入）。當您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有
年度資料但只載入單一月份時，此選項會在執行載入之前清除整
個年度。
• 累積 - 使用載入檔案中的資料來累積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對於資料檔案中的
每個唯一檢視點，載入檔案中的值將會加到應用程式中的值上。
• 減去—從目標應用程式中的值減去來源或檔案中的值。例如，當您在目標中
有 300、在來源中有 100 時，則結果會是 200。

Note:
直接資料載入方法沒有可用的匯入選項。
c.

從期間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中載入資料之來源檔案的單一期間。
如果您在「對映維度」頁面中針對整合對映期間維度並指定期間的目標表示
式，則無法選取期間下拉清單，因為該期間衍生自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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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一下執行。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快速模式載入
利用「快速模式」方法，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將資料從內部部署資料來源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當您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將內部部署資料來
源與 EPM Cloud 目標整合時，系統會對內部部署關聯式資料庫中的來源資料執行 SQL 查詢、
卸載處理、擷取並轉換來源層級的資料，然後將載入的資料直接載入至資料匯出內部部署資料
庫檔案。如此一來，EPM Cloud 資料庫就可略過暫存與處理，消除任何效能瓶頸並改善載入程
序的效能與延展性。

Note:
如需使用「快速模式」方法「依原狀」載入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匯出資料的快速
模式。

Note:
「快速模式」方法僅適用於 Planning 與 Planning 模組。

注意事項：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時請考量與「快速模式」方法相關聯的下列幾點：
1.

當您建立並儲存「快速模式」載入整合工作，之後便無法將它變更為標準整合工作。不
過，您可以刪除資料載入整合工作。

2.

對映維度時，可支援目標表示式類型。目標表示式可讓您將讀取自來源的來源值轉換為目
標維度值，以載入至目標應用程式。
可用於期間維度的目標表示式包含 substring()、split()、map()、toPeriod() 及 toYear()。
除了 SQL 目標表示式類型之外，支援所有剩餘的目標表示式。

3.

對映維度時，不支援目標表示式類型。

4.

不支援對映成員。

5.

如果您選取「層級 0」資料擷取方法，系統便會建立「DM BR 資料匯出」商業規則以執行
資料擷取。

6.

您可以在執行時指定單一期間，將所有資料載入其中。另一個選項是根據來源系統期間名
稱，使用 toPeriod 與 toYear 目標表示式來衍生期間維度。

7.

執行「快速模式」載入時，僅支援「取代」匯出模式。
沒有可用的匯入模式。

8.

您無法使用 EPM Automate 來執行「快速模式」載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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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模式程序描述
本節描述如何使用「快速模式」方法從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擷取資料，然後使用 EPM 整
合代理程式將該資料直接載入內部部署資料庫檔案。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針對內部部
署的關聯式資料庫執行查詢，然後將資料載入資料匯出檔案。
若要使用快速模式方法：
1.

建立 SQL 查詢：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查詢。

b.

按一下查詢畫面上的新增 (

c.

在建立查詢畫面的查詢名稱中，指定 SQL 查詢的名稱。

)。

登錄整合的 SQL 資料來源時，查詢名稱可用於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的「選
項」頁籤中識別資料擷取查詢。
d.

建立查詢定義並儲存 SQL 查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SQL 查詢 。
2.

建立內部部署資料庫檔案：
a.

建立其中有內部部署資料庫之標頭列的檔案。
這個標頭列必須與目標維度中的維度名稱完全相符。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
料欄名稱的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b.

將該檔案儲存成有標頭列的 CSV 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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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登錄內部部署資料庫應用程式時，使用檔案瀏覽器載入檔案。

登錄內部部署資料庫檔案應用程式：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b.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c.

從建立應用程式中，選取類別，然後選取資料匯出。

d.

從類型中，選取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資料庫。

e.

從檔案中，選取您在步驟 2 建立的檔案。
按一下

f.

。

以瀏覽「檔案瀏覽器」頁面中的檔案。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
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g.

4.

按一下確定。

定義內部部署資料庫檔案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a.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選取內部部署資料庫應用程式，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應用
程式詳細資料頁籤。

b.

選取選項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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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資料擷取查詢中，指定要針對檔案執行的 SQL 查詢名稱。

d.

在分隔符號中，選取您在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
• 逗號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分隔號 (|)

e.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包括：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在內部部署環境中建立一個檔案，以便儲存 JDBC
URL、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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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
密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
為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f.

在 JDBC URL 中，指定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
JDBC 驅動程式 URL 連線字串可讓您使用 Java 連線至關聯式資料庫。
針對 Oracle Thin JDBC 驅動程式，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oracle:thin:@host:port:sid
jdbc:oracle:thin:@host:port/service
針對 MS SQL Server，JDBC 驅動程式 URL 必須包含：
jdbc:sqlserver://server:port;DatabaseName=dbname

5.

g.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

h.

在密碼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密碼。

i.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系統在查詢的每個資料庫來回行程所要提取 (讓驅動程式處理) 的
資料欄數量。

j.

按一下儲存。

建立內部部署資料來源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間的
整合工作：
a.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

b.

在建立整合頁面的名稱與描述中，輸入整合工作的名稱與描述。

c.

在位置中，輸入新位置的名稱，或選擇現有位置，以指定載入資料的位置。

d.

將快速模式滑桿點選為開啟。

(「新增」圖示)。

當您建立整合工作與「快速模式」方法之間的關聯並儲存工作之後，即無法回轉直接
載入關聯。不過；無法刪除整合工作。

6.

e.

按一下

f.

從選取來源下拉清單 (

)，選取內部部署資料庫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g.

從選取目標下拉清單 (

)，選取內部部署資料匯出檔案應用程式。

h.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選取來源)。

對映內部部署資料庫資料來源與內部部署資料庫檔案應用程式之間的維度：
a.

在對映維度頁面的類型中，選取資料載入方法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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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選項：
• 分隔 - 數值資料：僅支援數值資料類型。
• 分隔 - 所有資料類型：支援下列資料類型至 Planning：

b.

–

數字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

資料

在對映方格中，完成下列動作，以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應用程式中的來源欄對
映至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i.

在選取來源維度中，選取要對映至維度的來源維度名稱。

ii.

選擇性：EPM Cloud 維度。.
如需使用目標表示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目標表示式。

Note:
您無法將 SQL 目標表示式類型與「快速模式」方法搭配使用。
來源表示式類型不適用於「快速模式」方法。
c.

按一下儲存並繼續。
，然後選取選項

7.

從資料整合首頁，按一下直接整合右側的

8.

按一下選項頁籤。

9.

在類別中，為 Scenario 維度指定明確的來源篩選條件。
「類別」是 POV 處理的必要元件，因此定義整合時必須指定類別。類別不是用於
決定「快速模式」處理的案例。

10. 在資料擷取選項中，選取擷取資料的方法：

可用選項：
• 所有資料—針對密集與備用維度擷取儲存值和動態計算的值。
「所有資料」資料擷取選項會使用「MDX 查詢匯出」方法擷取資料。
• 儲存與動態計算的資料—僅針對密集維度而不對備用維度擷取儲存的成員與動
態計算的成員。「儲存與動態計算的資料」選項會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
法擷取資料。
• 僅儲存的資料—僅擷取儲存的資料。此類型的擷取會排除動態計算的值。「僅
儲存的資料」選項會使用 DATAEXPORT 命令方法擷取資料。
• 層級 0 資料—會擷取維度底部的所有成員 (資料庫中儲存的原始資料)，並且讓
您套用篩選條件並選取要在輸出檔案中包含的欄。此擷取選項同時可讓您匯出
非數值資料。「層級 0 資料」選項會使用「MAXL 匯出」方法擷取資料。只有
服務管理員才能使用此方法。正在執行擷取步驟時，應用程式會處於唯讀狀
態。
如果您選取「快速模式」方法，則無法使用以下目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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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屬性欄

–

累計資料

–

排序資料

–

旋轉維度

11. 按一下儲存。
12. 執行整合：

。

a.

從資料整合首頁，選取與「快速模式」載入相關聯的整合工作，然後按一下

b.

從執行整合頁面，模式的預設值為取代。

c.

如果沒有在選項頁面選取任何期間，請從期間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中載入資料之來
源檔案的單一期間。
如果您在「對映維度」頁面中針對整合對映期間維度並指定期間的目標表示式，則無
法選取期間下拉清單，因為該期間衍生自對映。

d.

如果已定義整合的篩選條件，請按一下篩選條件頁籤，並視需要進行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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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一下執行。

以下範例顯示依實體與期間篩選的資料匯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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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與快速模式方法搭配使用的期間
定義與「快速模式」方法搭配使用的期間時，您可以在執行時期選取單一期間，或對映
資料來源中的期間欄，如此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期間就
會衍生自此欄。
請參閱下列主題以取得詳細資訊：
• 選取快速模式方法的單一期間
• 選取衍生自快速模式方法之來源欄的期間

選取快速模式方法的單一期間
決定「快速模式」方法要使用的期間時，請選取要將資料載入其中的單一期間。在此情
況下，您只需要在「執行整合」頁面中選取期間，如下所示。

Note:
如果您在「對映維度」頁面中針對整合對映期間維度並指定期間的目標表示
式，則無法選取期間下拉清單，因為該期間衍生自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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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衍生自快速模式方法之來源欄的期間
如果來源資料包含資料來源中的期間欄，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期間就可衍生自此欄。
來源資料可包含以下各種格式的期間，例如：
• Jan-20
• January-20
• 01-20
• 01/31/20
• 01-Jan-20
您也可以使用目標表示式來衍生目標年度與期間值，或使用日期欄位與相關聯格式來衍生年度
與期間。如需使用目標表示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目標表示式。
若要衍生目標年度與期間值，請使用下列目標表示式。
• substring()—從字串中根據字元位置 (開始位置) 和子字串長度 (要擷取的字元數)，擷取
並傳回字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子字串。
• split()—根據分隔符號分割來源值，並於分割值之後傳回 n 值。需要從字串中分割區段
值時，此表示式類型非常有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分割。
若要使用日期欄位與相關聯格式來衍生年度與期間，請使用下列目標表示式。
• toPeriod()—使用語法 toPeriod(field, "<DATE FORMAT>", Mon)，根據來源系統期間名
稱來衍生期間維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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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ear()—使用語法 toYear(field, "<DATE FORMAT>", "FY+YY")，根據來源系統
期間名稱來衍生年度維度成員

<DATEFORMAT> 為簡單 Java 日期格式。如需簡單 Java 日期格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text/SimpleDateFormat.html。
Map 是另一個目標表示式，可讓您接受輸入欄位或具有 substr、split 等表示式的欄位，
以及使用下列語法對映的一系列索引鍵值組：map(substr(field,1,2),P1:Jan|
P2:Feb|P3: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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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map 目標表示式可用於任何表示式。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
EPM 整合代理程式透過讓您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
的資料移動到內部部署資料庫，來支援寫回。若要使用此功能，您要登錄資料匯出應用程式，
才能將資料匯出到內部部署資料庫。
• 簡單方法—登錄應用程式，然後指定表格名稱，並包括應用程式中該表格的所有欄。系統
會產生 INSERT 陳述式自動載入資料。
若要使用此方法，請建立含有要匯出之欄清單的 CSV 檔案。欄名稱必須與表格中的欄名
稱完全相同。檔案的名稱必須是應用程式的名稱。
• 進階方法—在查詢定義頁面中指定 INSERT 陳述式。INSERT 陳述式要包含表格、各值的
欄，以及應用程式的維度名稱。您可以使用此方法提供容易閱讀的維度名稱，也可以使用
如 TO_DATE、TO_NUMBER 的 SQL 函數與其他函數執行資料類型轉換和其他字串作
業。
若要使用此方法，請建立含有要匯出之欄清單的 CSV 檔案。欄清單必須與 INSERT 陳述
式中使用的欄名稱完全相同。檔案的名稱必須是應用程式的名稱。
此外，代理程式可以在寫回執行作業期間執行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兩個事件指令碼。使
用 Bef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前執行任何動作，或者可以置換預設的插入處
理。使用 Aft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後執行所有後處理清除作業。
以 SYNC 和 ASYNC 兩種模式執行的代理程式，都支援寫回功能。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的程序描述
若要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內部部署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下載 EPMAgent ZIP。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安裝 EPM 整合，請參閱安裝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如果您已經安裝 EPM 整合代理程式，請下載 EPMAgent.ZIP 並解壓縮。您不需要更新 ini
檔案或憑證。

2.

選擇性：您可以在寫回執行作業期間執行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兩個事件指令碼。
使用 Bef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前執行任何動作，或者可以置換預設的插
入處理。使用 Aft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後執行所有後處理清除作業。

3.

登錄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登錄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4.

前往資料匯出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維度頁籤，並確認標頭記錄中的欄名稱與您將
資料載入其中之資料夾中的欄名稱或欄別名完全相符。
名稱區分大小寫。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要寫回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維度。

5.

在「目標維度類別」中指定「金額」欄，並且清除「資料欄名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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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往「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選項頁籤，並指定處理
載入資料的方式。您可以指定表格名稱，讓系統自動產生 INSERT 陳述式。您也可
以在查詢定義頁面中撰寫 INSERT 查詢，然後使用陳述式載入資料。
您也必須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任何認證、JDBC 連線資訊，以及使用者名稱和密
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匯出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7.

8.

完成下列任務，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與
資料匯出檔案整合。
任務

描述

詳細資訊

一般

新增或編輯以檔案為基礎和直 定義資料整合
接整合來源的整合。

對映維度

將資料來源中的欄對映至目標 對映維度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對映成員

對映維度以識別來源欄位值如 對映成員
何轉譯至目標維度成員。

選項

定義匯入和匯出資料的選項。 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此外，定義任何來源篩選條
件。

執行整合作業。
如需執行整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執行整合。
執行整合後，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啟動 EPM Cloud 中的匯出程序。代理程式會下
載匯出資料。根據選取的方法，代理程式也會建構適當的 INSERT 陳述式，並將資
料載入至目標資料表。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下載輸出檔案，複查匯出的資料。寫回的資料庫欄名稱會指
定為所產生檔案中的欄標頭，如下所示。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開啟工作的日誌檔案，檢視執行寫回的詳細資料，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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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登錄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以指定與要對其匯出資料之欄相關聯的檔案。
登錄資料匯出應用程式
1.

建立含有要匯出之欄清單的 CSV 檔案。
CSV 檔案的名稱必須是應用程式的名稱。欄名稱必須是表格 (如果您使用這個簡單方法) 中
的欄名稱。如果是 INSERT 查詢，欄名稱可以是任何名稱，但必須符合 INSERT 陳述式中
的名稱。

2.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3.

在應用程式頁面上，按一下

4.

從類別中，選取資料匯出。

5.

從類型中，選取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

6.

從檔案名稱中，選取步驟 1 的檔案名稱。
您可以按一下

7.

(新增圖示)。

從檔案瀏覽器頁面中瀏覽並選取檔案。

選擇性：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名稱
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8.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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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要寫回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維度
在寫回至內部部署資料庫的過程中，您必須確認標頭記錄中的欄名稱完全相同。
您也必須使用「金額」目標維度類別指定「金額」維度，並且清除「資料欄名稱」欄中
的所有值。
若要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中指定「金額」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右側的
程式詳細資料。

2.

從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維度頁籤。

3.

從維度名稱欄中，選取金額維度。

4.

將分類變更為金額，並移除資料欄名稱。

5.

按一下儲存。

，然後選取應用

定義資料匯出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使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如何處理資料的寫回。此外，您也
必須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認證和 JDBC 連線資訊。
若要定義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應用程式頁面，按一下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右側的
程式詳細資料。

2.

從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3.

在表格名稱中，指定要將資料載入至的表格名稱。

，然後選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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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中的維度名稱，必須符合表格欄名稱。系統會產生 INSERT
陳述式自動載入資料，並插入所有欄位的文字。
如果在此欄位中指定表格名稱，請勿在插入查詢欄位中指定 INSERT 陳述式。

4.

在插入查詢中，指定與「查詢定義」頁面建立的自訂 INSERT 陳述式關聯的 SQL 查詢名
稱。
INSERT 查詢必須包含表格、各值的欄，以及應用程式的維度名稱。您可以使用此方法提
供容易閱讀的維度名稱，也可以使用如 TO_DATE、TO_NUMBER 的 SQL 函數與其他函
數執行資料類型轉換和其他字串作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自訂 INSERT 查詢寫
回。
如果指定 INSERT 查詢，請勿在表格名稱欄位中指定表格名稱。

5.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包括：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在內部部署環境中建立一個檔案，以便儲存 JDBC URL、使用
者名稱和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slc04aye.us.oracle.com:1523:fzer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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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備註：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
入密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
式來為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6.

在 JDBC 驅動程式中，選取您要在連線至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 時使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
可用的 JDBC 驅動程式類型包括：
• Microsoft SQL Server
• Oracle

7.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使用者名稱。

8.

在密碼中，指定內部部署資料庫的密碼。

9.

按一下儲存。

使用自訂 INSERT 查詢寫回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時，可以撰寫一個自訂 INSERT 查詢，然後在載入資料時
使用此查詢陳述式。此功能可讓您提供容易閱讀的維度名稱，也能使用如 TO_DATE、
TO_NUMBER 的 SQL 函數與其他函數執行資料類型轉換和其他字串作業。
若要指定在寫回內部部署資料庫時要使用的 INSERT 查詢，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按一下查詢。

2.

按一下查詢畫面上的新增 (

3.

在建立查詢畫面的查詢名稱中，指定 INSERT 查詢名稱。

)。

查詢名稱會用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選項」頁籤上的「INSERT 查詢」欄位中。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資料匯出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4.

在查詢字串中指定 INSERT 陳述式，以便用來根據檔案中的標頭列來寫回資料。
撰寫一個包含表格名稱和欄名稱的 INSERT 陳述式。
在 VALUES 中，提供來自應用程式的維度名稱 (以 ~~ 括住)。系統會將這些值取代
為匯出資料檔案中實際的值。
在此範例中，"ACCT"、"COMP"、"PROD"、"PRDDATE"、"BAL_AMT" 是在
WBTESTDT 表格中。Account、Company、Product、AsofDate 及 Balance
Amount 是應用程式中的維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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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儲存。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事件指令碼
EPM 整合代理程式會在寫回執行作業期間執行兩個事件：BefExport 和 AftExport。使用這些
事件可執行自訂程式碼、繞過標準處理程序，並產生自訂資料集，這會放入資料檔案中供內部
部署資料庫使用。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事件傳遞的自訂 API 參數。
名稱

描述

JOBID

寫回執行作業的工作 ID

JOBTYPE

"WRITEBACK" 工作的類型

EXPORT_DATA_FILE

匯出資料檔案的名稱 (包含完整路徑)

使用 BefExport 事件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時，請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前使用 BefExport 事件執行任何動作，
或者您可以置換預設的插入處理。
下列指令碼範例顯示如何呼叫在寫回前執行的外部 API。
此範例中的 BefExport 事件：
• 列印 agentContextParams 對映的內容
• 擷取並列印要插入資料的表格名稱。
• 擷取並列印插入查詢
• 將資訊訊息列印到代理程式的程序日誌中。此項目會記錄在 EPM_APP_DATA_HOME\logs 的
程序日誌和 epmagent.log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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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 EPM 整合代理程式環境定義函數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環境
定義函數。
請注意，這個指令碼只是個範例，我們無法保證它毫無缺點，因此請勿向 Oracle 客戶
服務部提出關於該指令碼之任何相關疑問或問題的服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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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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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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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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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時，請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後，使用 AftExport 進行所有後處理清
除作業。
下列指令碼範例顯示如何呼叫在寫回後執行的外部 API。
此範例中的 AftExport 事件：
• 列印 agentContextParams 對映的內容
• 將資訊訊息列印到代理程式的程序日誌中。此項目會記錄在 EPM_APP_DATA_HOME\logs 的
程序日誌中。
• 將所有嚴重錯誤訊息列印到代理程式的程序日誌中。此項目會記錄在
EPM_APP_DATA_HOME\logs 的程序日誌中。
如需 EPM 整合代理程式環境定義函數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環境定義函
數。
請注意，這個指令碼只是個範例，我們無法保證它毫無缺點，因此請勿向 Oracle 客戶服務部
提出關於該指令碼之任何相關疑問或問題的服務要求。
import sys
'''
After export custom script. This script will be called after the writeback
finishes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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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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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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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false in case of error, which will throw an exception in the
agent.
'''
returnValue = 'true'
#print "End: AftExport.py"

瞭解代理程式叢集
您可以使用叢集來分散整合工作。
以下是幾個您可能會想要定義多個叢集的商業案例：
• 資料系統分散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為避免發生網路延遲的情況，您可能會想要在每
個資料中心所在位置部署一或多個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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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組織中不同的商業單位想要獨立保護及管理自己的工作。
• 您的組織使用幾種不同類型的來源系統。例如，位於不同資料中心的 E-Business Suite
(EBS) 和 Peoplesoft。它們的安全措施和資料量可能各不相同，而您想要管理個別的資料
擷取程序。
• 各種來源的資料載入頻率都不一樣。您可能有個資料倉儲暫存系統，做為建立報表和鑽研
的資料來源。您可能每天以互動模式載入資料，而您想要支援鑽研功能。您可能還有另一
個 ERP 系統，用來作為月底整合程序的資料來源，且所有資料載入作業都會以批次來進
行。您可以為上述每個資料來源定義不同的叢集。
您可以藉由定義叢集指派，將整合工作配置到不同的叢集。您可以根據實體類型，將整合工作
指派到適當的叢集。
• 整合作業 (資料規則)
• 位置
• 目標應用程式
當您啟動整合工作時，系統會查看工作曾被指派到何處，然後決定要使用的叢集，並將該工作
指派給這個叢集。而工作的執行優先順序是由實體類型來決定的。整合作業的優先順序高於位
置，而位置的優先順序高於目標應用程式。
您可以為每個叢集設定多個代理程式，以提供進一步的負載平衡功能和高可用性。您可以在代
理程式的組態 INI 檔案中，建立代理程式與叢集之間的關聯。當您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時，它會自動建立該代理程式與某個叢集之間的關聯，並執行指派給該叢集的工作。而叢集中
的負載平衡程序，取決於執行模式是同步還是非同步。
在同步模式中，系統會使用循環配置資源的程序，將工作指派給屬於某個叢集的代理程式。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同步模式。
在非同步模式中，您將把代理程式設定成會在不同的時間啟動，以便達到高可用性。例如，您
可以把時間間隔設定成 10 分鐘，並在每小時開始的 5 分鐘之後啟動另一個代理程式，然後在
每小時開始的 10 分鐘之後再啟動一個代理程式。因此在實際運作時，您每 5 分鐘就會有個代
理程式執行作業。

備註：
當系統把某個已選取實體 (位置、應用程式或整合作業) 重新指派到另一個叢集時，
先前的叢集指派就會自動遭到刪除，並被新的叢集指派取代。
擷取整合工作並不會影響該工作的匯入和驗證狀態。因此擷取成功，但匯入和驗證失
敗的情況 有可能發生的，如下所示：

新增叢集
如何新增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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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 (

2.

按一下資料交換 (

3.

您也可以按一下導覽器 (
啟動資料整合。

4.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代理程式。

5.

按一下代理程式叢集頁面上的新增。

6.

在建立代理程式叢集頁面的叢集名稱欄位中，指定叢集的名稱。

)。

)，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中的資料交換 (

)來

您只能在該名稱中使用英數字元。請勿使用特殊字元，例如 @ 符號或 & 符號。叢
集建立之後，您就無法再編輯該叢集的名稱。
7.

在叢集模式中，選取整合流程。
可用的模式包括：
• 同步
• 非同步

8.

在描述中，指定叢集的任何其他資訊。

9.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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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整合工作
指派能讓您設定，執行擷取作業的代理程式在擷取整合工作時的優先順序。您將指派實體 (位
置、應用程式或整合作業)，以便建立該實體與已選取叢集之間的關聯，然後設定該實體的擷取
順序。
如何指派整合工作：
1.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代理程式。

2.

在代理程式叢集頁面上，選取要新增整合工作之叢集的名稱。

3.

按一下代理程式頁籤，然後選取該叢集中的代理程式，以便與指派搭配使用。

請注意下列事項：
• 名稱：指派給該叢集的代理程式名稱。
• 實體 URL：代表 Web URL 透過反向 Proxy 將要求重新導向時的目標 IP 位址和連接
埠。
• Web URL：代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傳送要求時的目
標 Web 位址。
Web URL 欄位是可以修改的。
• 上次偵測：主機運作時系統最後一次查看的日期和時間。
4.

按一下指派頁籤，然後從類型下拉清單選取實體的類型。
有效的實體類型如下：
• 應用程式
• 整合
• 位置

5.

從實體下拉清單選取實體。

6.

選用：按一下新增/刪除按鈕 (

)，以便新增指派或刪除現有的指派。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指令碼
EPM 整合代理程式可讓使用者擴充標準功能，讓使用者能夠透過編寫 Java 或 Jython/Groovy
指令碼連線到任何資料來源，或是根據商業需求有條件地變更已定義的查詢。搭配 EPM 整合
代理程式的標準 SQL 處理程序會產生資料集，並將該資料集上傳至 Oracl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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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而您可以利用指令碼繞過標準處理程序來產生自訂
資料集，然後將該資料集上傳至 EPM Cloud (這是 EPM 整合代理程式處理程序的一部
分)。

事件
以下是 EPM 整合代理程式執行的步驟：
1.

處理由 EPM 整合代理程式資料來源所定義的 SQL，而該資料來源是您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指定的。

2.

準備 SQL 結果集，並將該結果集從已定義的資料來源傳送到 EPM Cloud。

這些步驟就是指「擷取」和「上傳」的步驟。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指令碼編寫功能支
援與上述兩個處理步驟相關聯的 4 個事件，而您可以在這些事件中定義自訂指令碼。以
下是這些事件的說明：
事件

指令碼名稱

描述

Before Extract

BefExtract.py

要在代理程式處理擷取程序之
前執行的指令碼。如果您有任
何想要在 SQL 處理程序執行之
前處理的程序，請把相關程式
碼納入這個指令碼。

BefExtract.groovy

After Extract

AftExtract.py
AftExtract.groovy

Before Upload

BefUpload.py
BefUpload.groovy

After Upload

AftUpload.py
AftUpload.groovy

要在代理程式處理擷取程序之
後執行的指令碼。擷取完畢之
後，系統會在 agent/
MyData/data 本機資料夾中產
生一個檔案，其中有尾碼為
dat 的 Job ID。
要在資料檔案上傳至 EPM
Cloud 之前執行的指令碼。而
上傳到 EPM Cloud 的檔案，
是 agent/MyData/data 資料
夾中的 <jobID>.dat 檔案。
要在資料檔案上傳至 EPM
Cloud 之後執行的指令碼。

備註：
如需寫回執行作業期間所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事
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EPM 整合代理程式寫回事件指令碼。
如需範例指令碼，請前往已安裝代理程式之本機電腦上的 agent/Sample/jython 和
agent/Sample/groovy 資料夾。如果您把指令碼放置在 agent/MyData/scripts 資料夾
中，系統就會執行該指令碼的例項。例如，如果您只想要執行 BefExtract 指令碼，請
只把該指令碼儲存在 agent/MyData/scripts 資料夾中。
您也可以選擇自己建立會實作上述 4 種自訂方法的 Java 類別實作。我們在 Agent/
Sample 資料夾中提供範例以供您參考，但如果您選擇這種方法，請考慮下列事項：

13-86

第 13 章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

• 如果您選擇直接使用 Java 來實作整合邏輯，就不需要在 agent/MyData/scripts 資料夾中
儲存任何指令碼。Java 實作一定會執行上述 4 個事件，因此在缺少某個事件的指令碼時，
Java 實作就只會處理由客戶/合作夥伴定義的 Java 邏輯。
• 您可以建立 Java 類別檔案 CustomEvent.java，它應該會實作 agent-interface.jar 中的
介面 EPMAgentInterface (例如，public class CustomEvent 就會實作
EPMAgentInterface{)。
• 您可以把 CustomEvent.class 封裝在 agent-interface.jar 中，作為
oracle.epm.aif.agent.agentinterface.CustomEvent.class。如果您選擇把它封裝在
agent-interface.jar 以外的 Jar 檔案中，您就必須把該 Jar 檔案納入
CUSTOM_CLASS_PATH 代理程式參數中。
• 如果您選擇不同於 oracle.epm.aif.agent.agentinterface.CustomEvent.class 的類別
名稱，就必須用完整的 Java 類別名稱來設定啟動參數 CUSTOM_INTERFACE_CLASS_NAME。
• 請注意，在定期的 EPM Cloud 發行週期中，每次開發作業提供修正或新版本時，agentinterface.jar 就會更新。自訂事件類別可作為開發或測試之用，但對於生產開發，我們
建議您另外保留一個 JAR 檔案，好讓您自訂的內容不會遭到覆寫。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 API 方法
EPM 整合代理程式提供了幾個方法，讓您能在指令碼中使用來執行動作，例如指定日誌檔案
中的文字、更新繫結變數和查詢，以及指示 EPM 整合代理程式在您採用特殊查詢或非 SQL 的
資料來源時，略過 SQL 處理步驟。
以下是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 API 方法：
API 方法

描述

範例

logInfo()

將資訊訊息記錄到代理程式的程 agentAPI.logInfo("SAMPLE:
序日誌中。這個項目是記錄在
INFO log message from
EPM_APP_DATA_HOME\logs 資 script")
料夾的程序日誌中，以及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工作日誌
中，但不會記錄到本機的
epmagent.log 中。這個日誌項目
是建立在 INFO 日誌層級。

logError()

將錯誤訊息記錄到代理程式的程 agentAPI.logError("SAMPLE
序日誌中。這個項目是記錄在
: SEVER log message from
EPM_APP_DATA_HOME\logs 資 script")
料夾的程序日誌中、EPM Cloud
的工作日誌中，以及
epmagent.log 中。這個日誌項目
是建立在 SEVER 日誌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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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方法

描述

setBindVariables()

您可以使用

範例

newBindVar =
dict({'PERIOD':'Feb-05',
更新擷取查詢的繫結變數。這個 'LEDGER':'Vision
方法只適用於 befExtract 指令 Operations (USA)'})

setBindVariables() 方法來
碼。

針對含變數 NAME 為索引鍵和
VALUE 的每個變數，繫結變數必
須當作 Java 對映來傳遞。

jmap =
java.util.HashMap()
針對 newBindVar.keys():
jmap[key] =
newBindVar[key] 中的索引鍵

agentAPI.setBindVariable
s(jmap)
getBindVariables()

您可以使用

getBindVariables() 方法來

bindVariables =
agentAPI.getBindVariable
s()

提取擷取查詢的繫結變數。每個
繫結變數都儲存在對映中，而該
對映會使用索引鍵 NAME 和
VALUE 來定義繫結變數。

針對

updateQuery()

您可以使用 updateQuery() 方
法來更新擷取查詢。這個方法只
適用於 befExtract 指令碼。

agentAPI.updateQuery("SEL
ECT * FROM TDATASEG")

getQuery()

您可以使用 getQuery() 方法， print "Printing Query: "
提取在擷取執行呼叫期間從 EPM + agentAPI.getQuery()
Cloud 傳遞到 EPM 整合代理程式
的查詢。

skipAction()

您可以使用 skipAction() 方
agentAPI.skipAction('true
法，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使用自 ')
訂擷取常式時，略過擷取資料的
步驟。

bindVariables.entrySet():
print entry.key,
entry.value 中的項目

請注意，您只能在 befExtract
指令碼執行期間略過擷取的執
行。
如果您想提供要上傳至 EPM
Cloud 的資料檔案，而不是執行
已儲存的查詢，您必須及時將名
為 <process ID>.dat 的檔案儲
存在 MyData/data 資料夾中，
以便上傳至 EPM Cloud。這代表
該檔案必須在 befExtract、
aftExtract 或 befUpload 指令
碼執行期間儲存到這個資料夾。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環境定義函數
EPM Integration Agent API 有環境定義函數，能為編寫指令碼的使用者提供重要的環境
定義資訊。
以下是環境定義函數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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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

描述

agentContext["JOBTYPE"]

提供代理程式所執行工作的工作類型。目前，
JOBTYPE 程序是 "EXTRACT" 和
"INTEGRATION"。

agentContext["EPM_APP_DATA_HOME"]

提供在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時所用的 INI 檔案
中指定的資料本位目錄。

agentContext["DELIMITER"]

提供指定為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之資料來源項目中的檔案分
隔符號。

agentContext["DATAFILENAME"]

提供上傳到 EPM Cloud 之檔案的路徑和名稱。請
使用這個函數，不要手動收集檔案名稱。

agentContext["JOBID"]

提供已在 EPM Cloud 提交的整合作業的工作 ID。

agentContext["INTEGRATION"]

提要執行的 INTEGRATION 的名稱。

agentContext["WRITEBACK_DATA_FILE"]

提供從 EPM Cloud 下載的寫回資料匯出檔案的路
徑和名稱。請使用這個函數，不要手動收集檔案名
稱。

agentContext["LOCATION"]

提供已在 EPM Cloud 提交的整合作業的位置。

agentContext["SOURCE_APPLICATION"]

提供已在 EPM Cloud 提交的整合作業的來源應用
程式。

agentContext["TARGET_APPLICATION"]

提供已在 EPM Cloud 提交的整合作業的目標應用
程式。

EPM 整合代理程式的指令碼範例
以下指令碼範例說明，如何呼叫會提供匯率的外部 API，然後準備上傳用的資料，且其採用的
格式必須能讓該資料被當作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交
換」區段中定義的整合作業來處理。EPM Cloud 中的設定步驟，把代理程式例項當作整合作業
的資料來源，並把某個 EPM 應用程式當作目標。請注意，這個指令碼只是個範例，我們無法
保證它毫無缺點，因此請勿向 Oracle 客戶服務部提出關於該指令碼之任何相關疑問或問題的
服務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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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t up URL for rates download. Please see the URL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regards to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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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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代理程式來整合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資料
您可以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直接將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資料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相互整合。此類型的整合可
讓您從暫存、或其他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執行的應用程式擷取來源資
料。您也可以將資料從 EPM Cloud 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選取的報
表資料倉儲。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具備在高端 Oracle 硬體系統中最佳化的完整自動化資料
倉儲和交易處理工作負載，是一項全方位的雲端體驗。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是一個簡單易用、功能完整的自主資料庫，具備彈性調整性能同時提供快速查詢效能。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這項服務不需要資料庫管理。您不需要設定或管理任何
硬體，也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會負責佈建、備份、修
正並更新，以及增大或縮小資料庫。如需有關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常見問題。
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或寫回資料時，可以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來
建立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與 EPM Cloud 之間的連線。客戶可以在區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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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裝代理程式 (類似於客戶目前使用代理程式從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擷取資料的方式)，或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計算例項中安裝代理程式，然後設定資料庫連線。計算例項
會針對其代管的虛擬伺服器提供處理能力和記憶體容量。此方法提供客戶解決方案的延展性與
彈性。

EPM Cloud 與 Oracle Autonomous Cloud 的整合還可讓客戶向下鑽研資料並直接載入資料。

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程序描述
EPM 整合代理程式提供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可讓客戶執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間的雙向整合。
以下是在 EPM Cloud 與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間整合資料的高階步驟：
1.

連線至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Autonomous Database。

2.

在區域網路或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計算例項的伺服器中安裝 EPM 整合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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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下載公事包。

4.

將公事包複製到代理程式伺服器，然後將公事包解壓縮。

5.

設定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與/或設定資料匯出應用程
式。

6.

設定整合。

7.

執行整合作業。

連線至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下列步驟假設您正連線至已建立的自主資料庫例項。如需有關建立自主資料庫例項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 Autonomous Transaction Processing 快速入門和佈建。
若要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https://cloud.oracle.com 登入。

2.

在雲端帳戶名稱中，輸入雲端帳戶名稱，然後按下一步。

3.

在 Oracle Cloud 帳戶登入頁面的使用者名稱中輸入使用者名稱，在密碼中輸入密
碼，然後按一下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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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快速入門頁面中，按一下左上方的導覽器 (

) 以顯示頂端導覽選擇。

5.

按一下首頁，然後在精選下，按一下 Autonomou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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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的 Autonomous Data 頁面會顯示目前區域和區間中的資料庫清單。
6.

在 Autonomous Database 頁面的顯示名稱下，選取要連線的自主資料庫。

7.

按一下資料庫連線。

8.

在資料連線頁面中，選取公事包類型來指定用戶端認證和連線至資料庫的連線資
訊。
公事包是一個受密碼保護的容器，其中儲存驗證認證和簽署認證，包含私密金鑰、
憑證以及受信任的憑證，全部由 SSL 使用來完成增強式驗證。
可用的公事包類型：
• 例項公事包：僅適用於單一資料庫的公事包；這會提供資料庫特定公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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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公事包：指定租用戶和區域之所有自主資料庫的公事包 (這包含雲端帳戶所擁有的
所有服務例項)。

Note:
Oracle 建議您盡可能使用例項公事包，將資料庫特定公事包提供給一般使用者以
及應用程式使用。只有在可能需要區域中所有自主資料庫的管理存取權時，才應
使用地區公事包。
9.

按一下下載公事包。

10. 在下載公事包對話方塊的密碼欄位中輸入公事包密碼，然後在確認密碼欄位中確認密碼。

系統會提示您提供將公事包內金鑰加密的密碼。密碼長度必須至少 8 個字元，且必須至少
包含 1 個字母、1 個數字字元或 1 個特殊字元。此密碼可保護下載的用戶端認證公事包。

11. 按一下下載以儲存用戶端安全性認證 zip 檔案。

依預設，檔案名稱為：Wallet_ databasename .zip。您可以將此檔案儲存為任何檔案名
稱，或儲存至任何本機資料夾。
12. 按一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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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若要使用 SQL Developer 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請參閱
將 SQL Developer 連線至 Autonomous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設定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 EPM 整合代理程
式
本節描述如何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才能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它
會描述下列代理程式的組態步驟：
• 在區域網路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 在計算例項中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在區域網路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或寫回資料時，您必須在您組織網路的本機電腦
上安裝代理程式。
若要在區域網路上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Data Integration 中，下載最新的 EPMAgent ZIP。
a.

按一下資料交換 (

)，然後選取資料整合頁籤。

您也可以按一下導覽器 (
來啟動資料整合。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中的資料交換 (

b.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下載代理程式。

c.

在檔案管理員頁面上，將 EPMAgent ZIP 解壓縮到目標資料夾。

)

目標資料夾為 AGENT_HOME。
2.

導覽至當您建立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連線時存放所下載公事包的資料
夾。
依預設，zip 的檔案名稱為：Wallet_databasename.zip。
如需建立公事包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連線至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3.

將公事包複製到組態目錄 (例如 <EPMAgentDevData\config>) 或在
EPM_APP_DATA_HOME 下建立公事包目錄。

4.

選取並將公事包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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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tnsnames.ora 檔案，在服務描述中新增 Proxy 項目，然後如下方範
例中所示取代 Proxy 項目：
myadb_high = (description= (retry_count=20)(retry_delay=3)
(address=(https_proxy=myproxy.sample.com)(https_proxy_port=80)
tnsnames.ora 檔案是一個組態檔案，內含針對區域命名方法對映至連接描述元的網路服務
名稱，或對映至監聽程式通訊協定位址的網路服務名稱。因為您是在網路中執行代理程
式，因此必須要有此 Proxy 資訊。

6.

儲存 tnsnames.ora 檔案。

在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計算例項中部署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或寫回資料時，您可以將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放置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計算例項中。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提供計算例項，以便您可以佈建與管理計算主機。您可以視需要建
立例項來符合計算與應用程式的需求，例如針對其代管的虛擬伺服器提供處理能力和記憶體容
量。在您建立例項之後，您可以從電腦安全地存取、重新啟動、附加和卸離磁碟區，以及在使
用完畢之後終止例項。當您終止例項時，任何對例項本機磁碟機所做的變更都會遺失。
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計算例項中部署 EPM 代理程式具有下列優勢：
• 簡易安裝
• 不需要特殊網路組態，例如防火牆或在內部部署環境中開啟連接埠。
• 所有資料流量都在雲端，不會有對內部部署環境的資料傳輸。
使用計算例項時，代理程式會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與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之間的連線。此方法提供客戶解決方案的延展性與彈性。您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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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整合定義，包含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配接器、SQL 查詢，以及
Data Integration 內的對映。

建立計算例項
您可以建立一個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計算例項，在其中安裝 EPM 整合代理程
式，然後在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或寫回資料。此外，您可以取得主機系
統中其他工具、公用程式及其他資源的本機存取權。此實作使用安全殼層 (SSH) 用戶端
軟體來建立安全連線並讓您以 opc 使用者身分登入。
在開始建立計算例項系統之前，您必須具備下列各項：
• 具有存取權限的 Oracle Cloud 使用者帳戶，能夠管理指定區間中的計算例項、使用
指定 VCN 和子網路，以及檢視要連線之專用資料庫的相關資訊。
• 建立 Oracle Cloud 計算例項時使用之區間、VCN 及子網路的名稱。自主資料庫管
理員或用戶管理員應能夠提供您此資訊。
若要建立計算例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https://cloud.oracle.com 登入。

2.

在雲端帳戶名稱中，輸入雲端帳戶名稱，然後按下一步。

3.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使用者名稱、在密碼中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登入。

4.

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頁面中，按一下左上方的「導覽」功能表以顯示頂
層導覽選擇。

5.

按一下計算，然後在計算下，按一下例項。

6.

在例項頁面中，按一下建立例項。

7.

在建立計算例項頁面中，前往新增 SSH 金鑰窗格，然後按一下為我產生金鑰組。
SSH 是一個密碼編譯網路通訊協定，使用公用和私密金鑰提供兩部電腦之間的安全
通訊。SSH 依預設使用連接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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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金鑰僅由使用者持有，公用金鑰則通常會傳送至使用 ssh-copy-id 公用程式的伺服
器。伺服器會儲存公用金鑰 (並將它「標記」為已授權)。現在伺服器已允許具有對應私密
金鑰的任何人存取。私密金鑰僅由使用者持有，公用金鑰則會傳送至伺服器。
8.

選取儲存私密金鑰與儲存公用金鑰選項，然後將這兩個金鑰儲存至您之後可在其中參照金
鑰的目錄。

9.

按一下建立。

10. 在例項頁面中，按一下例項的名稱來顯示例項詳細資料。
11. 從例項存取的公用 IP 位址下，複製並儲存 IP 位址。

連線至遠端主機時需要指定公用 IP 位址。

使用 Putty 連線至計算例項
您可以使用安全殼層 (SSH) 或遠端桌面連線來連線至執行中的例項。大多數 UNIX 樣式的系統
依預設都會包含 SSH 用戶端。Windows 10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的系統應會包含
OpenSSH 用戶端，如果您使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產生的 SSH 金鑰建立例項，就需
要此用戶端。如果是其他 Windows 版本，您可以使用可從 http://www.putty.org。 取得、稱為
PuTTY 的免費 SSH 用戶端來連線至命令列。
開始之前，您需要下列資訊來連線至例項：
• 例項的公用 IP 位址。您可以從主控台的「例項詳細資料」頁面中取得位址。開啟導覽功能
表，然後按一下計算。在計算下，按一下例項。然後選取例項。或者，您可以使用核心服
務 API ListVnicAttachments 和 GetVnic 作業。
• 例項的預設使用者名稱。如果您使用 Linux、CentOS 或 Windows 的平台影像來啟動例
項，則使用者名稱是 opc。如果您使用 Ubuntu 平台影像來啟動例項，則使用者名稱是
ubuntu。
• 針對 Linux 例項：當您啟動例項時所使用之 SSH 金鑰組私密金鑰部分的完整路徑。如需有
關金鑰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Linux 例項中的金鑰組。
• 針對 Windows 例項：如果您是第一次連線至例項，則必須使用例項的初始密碼。您可以
從主控台的「例項詳細資料」頁面中取得密碼。
若要連線至計算例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 PuTTY。

2.

在基本功能頁面的主機名稱中，輸入建立計算例項時您所複製並儲存的公用 IP 位址。

3.

在連接埠號碼中，保留預設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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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連線下，依序找到資料、自動登入使用者名稱，然後輸入 opc。
opc 使用者可以執行需要計算節點之根存取權的作業，例如備份或修正；此使用者
可以利用 sudo 命令來取得計算例項的根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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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連線下，依序找到 Proxy、Proxy 類型，然後選取 HTTP。

6.

在 Proxy 主機名稱中，輸入客戶 Proxy 伺服器位址。

7.

在連接埠號碼中，將其保留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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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連線中，展開 +SSH，然後選取 Auth。

9.

在用於驗證的私密金鑰檔案中，輸入建立計算例項時您所收到的私密金鑰。
您也可以按一下

，然後導覽至您所儲存的私密金鑰。

13-102

第 13 章

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來整合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資料

10. 按一下開啟來啟動計算例項。

在下列範例中，代理程式已安裝至計算例項並已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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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SCP 連線至計算例項
您可以使用安全殼層 (SSH) 或遠端桌面連線來連線至執行中的例項。大多數 UNIX 樣式
的系統依預設都會包含 SSH 用戶端。Windows 10 和 Windows Server 2019 的系統應
會包含 OpenSSH 用戶端，如果您使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產生的 SSH 金鑰建
立例項，就需要此用戶端。如果是其他 Windows 版本，您可以使用可從 http://
www.putty.org。 取得、稱為 PuTTY 的免費 SSH 用戶端來連線至命令列。
開始之前，您需要下列資訊來連線至例項：
• 例項的公用 IP 位址。您可以從主控台的「例項詳細資料」頁面中取得位址。開啟導
覽功能表，然後按一下計算。在計算下，按一下例項。然後選取例項。或者，您可
以使用核心服務 API ListVnicAttachments 和 GetVnic 作業。
• 例項的預設使用者名稱。如果您使用 Linux、CentOS 或 Windows 的平台影像來啟
動例項，則使用者名稱是 opc。如果您使用 Ubuntu 平台影像來啟動例項，則使用
者名稱是 ubuntu。
• 針對 Linux 例項：當您啟動例項時所使用之 SSH 金鑰組私密金鑰部分的完整路徑。
如需有關金鑰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Linux 例項中的金鑰組。
• 針對 Windows 例項：如果您是第一次連線至例項，則必須使用例項的初始密碼。
您可以從主控台的「例項詳細資料」頁面中取得密碼。
若要連線至計算例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 WinSCP。

2.

在 WinSCP 頁面中，依序選取階段作業 、新階段作業。

3.

在登入頁面的主機名稱中，輸入您所複製並儲存的公用 IP 位址。

4.

在連接埠號碼中，保留預設值 22。

5.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 opc。
opc 使用者可以執行需要計算節點之根存取權的作業，例如備份或修正；此使用者
可以利用 sudo 命令來取得計算例項的根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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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進階下拉清單中，選取進階。

7.

在進階網站設定值頁面中，依序選取連線、Proxy。

8.

從 Proxy 類型下拉清單中，選取 HTTP。

9.

在使用者名稱中，輸入客戶 Proxy 伺服器。

10. 在連接埠號碼中，將其保留為 80。
11. 依序按一下 SSH、金鑰交換、驗證。
12. 從私密金鑰檔案中，按一下

，然後導覽至您所儲存的私密金鑰。

13.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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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登入頁面中，按一下登入。

系統會顯示訊息，指出正在驗證 opc 登入資訊。

在計算例項中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在您建立 Oracle Cloud 計算例項之後，必須連線至該例項，然後轉移並安裝 EPM 整合
代理程式和其他相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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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此實作使用安全殼層 (SSH) 用戶端軟體來建立安全連線並讓您以 opc 使用者身分登
入。
在開始建立計算例項系統之前，您必須具備下列各項：
• 具有存取權限的 Oracle Cloud 使用者帳戶，能夠管理指定區間中的計算例項、使用指定
VCN 和子網路，以及檢視要連線之專用資料庫的相關資訊。
• 建立 Oracle Cloud 計算例項時使用之區間、VCN 及子網路的名稱。自主資料庫管理員或
用戶管理員應能夠提供您此資訊。
• 若要在計算例項中安裝並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您必須使用下列檔案：
–

EPMAgent.zip

–

公事包

–

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搭配使用的 SSL 憑證

• 用於轉移檔案的 WinSCP。WinSCP 可以從以下網址免費下載：https://winscp.net/eng/
index.php
若要在計算例項中設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使用主機名稱、使用者名稱、密碼或 SSH 金鑰連線至計算例項。
如需有關連線至計算例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Putty 連線至計算例項或使用 WSCP 連
線至計算例項。
其他連線資訊請參閱連線至例項。

2.

使用 OCI Yum 服務在以 OCI 計算形狀執行的 Oracle Linux 中安裝 Oracle Java。
如需安裝 Oracle Java 的相關指示，請參閱如何在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中安裝
Oracle Java。

3.

使用主機名稱、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登入 WinSCP，然後按一下登入。
開啟 WinSCP 的目錄結構類似於 Windows File Explorer。

4.

將檔案從來源目錄拖放至計算例項中的目錄來轉移下列檔案：
• EPMAgent.zip。
您可以從區域網路的 Data Integration 下載最新的 EMPAgent.zip。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下載 EPMAgent ZIP 檔案。
• 公事包—公事包檔案會儲存來自 Autonomous Database 服務主控台的用戶端認證。
如需有關公事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連線至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 SSL 憑證—與 EPM Cloud 搭配使用的憑證。
您需要憑證，才能啟用 EPM Cloud 與 EPM 整合代理程式之間的加密連線。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 scp 命令列公用程式，在本機系統與遠端系統之間安全地複製檔
案和目錄。SCP 命令語法使用下列格式：scp [OPTION][user@]SRC_HOST:]file1
[user@]DEST_HOST:]file2
以下是轉移 Linux 和 Mac 組態所需的 EPM 整合代理程式元件時，您可以使用的 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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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目標資料夾中的 EPMAgent.zip。
通常，目標資料夾是 <AGENT_HOME> 。

6.

將公事包複製到組態目錄或在 <EPMAgentDevData\config> or
<EPM_APP_DATA_HOME> 建立公事包目錄，然後將公事包解壓縮。

7.

將憑證複製到 <EPM_AGENT_HOME/cert> 目錄。

8.

在計算例項中啟動代理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動 EPM 整合代理程式。

將資料從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至 EPM Cloud
您可以對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的某個資料庫執行關聯式資料庫 SQL 查
詢，來從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擷取資料，然後使用區域網路上的 EPM 整合
代理程式將資料或中繼資料載入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EPM 整合代理程式被定義為整合作業的資料來源，它會在執行時提供資料，以供後續
對映之用，並載入至您選取的應用程式。
若要載入資料，您必須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此外，您必須已載入
Oracle 公事包。公事包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來在多個網域間管理資料庫認證。
若要將資料從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載入至 EPM Cloud，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整合中建立查詢定義，然後儲存 SQL 查詢。
如需操作步驟，請參閱建立 SQL 查詢。
如果您在資料整合中有已登錄的 SQL 查詢，請略過這個步驟。

2.

建立包含一個來源資料標頭列的檔案。
這個標頭列必須與目標維度中的維度名稱完全相符。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料欄
名稱的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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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該檔案儲存成有標頭列的 CSV 格式檔案。
登錄應用程式時，使用檔案瀏覽器上傳檔案。

4.

登錄 Oracle Autonomous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b.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c.

從建立應用程式中，選取類別，然後選取資料來源。

d.

從類型中，選取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e.

從檔案中，選取您在步驟 8 建立的檔案。
按一下

f.

。

以瀏覽「檔案瀏覽器」頁面中的檔案。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以現有應用程
式的名稱來命名應用程式，請將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g.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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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6.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Oracle Autonomous 資料來源應用程式旁邊的
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7.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8.

在資料擷取查詢中，指定要針對檔案執行的 SQL 查詢名稱。

9.

在分隔符號中，選取您在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

，然

可用的分隔符號包括：
• 逗號 (,)
• 驚嘆號 (!)
• 分號 (;)
• 冒號 (:)
• 分隔號 (|)
10.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包括：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建立儲存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連線之 JDBC
URL、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的檔案。URL 格式必須包含 JDBC URL、公事包資料夾路
徑、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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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jdbcurl=jdbc:oracle:thin:@<tns_name>?TNS_ADMIN=<path_to_wallet_folder>
一個 .cred 檔案中項目的範例看起來可能像這樣：
jdbcurl=jdbc:oracle:thin:@epmdevdb0_low?TNS_ADMIN=C:\ATP
Connection\epmdevdb0_wallet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Note: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密
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為
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11.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您用於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使用者名稱。

如果您使用 SQL Developer 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請指定 SQL
Developer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12. 在密碼中，指定您用於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密碼。
13. 在服務名稱中，指定服務名稱。

您可以開啟 tnsnames.ora 檔案，然後選取與連線相關聯的服務名稱來尋找服務名稱。服
務名稱是一個別名，對映至連接描述元中包含的資料庫網路位址。
當您連線至資料庫時需要選取服務名稱。Autonomous Data Warehouse 連線的服務名稱
採用下列格式：
• databasename_high
• databasename_medium
• databasename_low
這些服務對映至 LOW、MEDIUM 及 HIGH 用戶群組。
例如，如果您建立具有資料倉儲工作量類型的 Autonomous Database，並將資料庫名稱指
定為 DB2020，則服務名稱是：
• db2020_high
• db2020_medium
• db2020_low
如果您使用 db2020_low 服務連線，則連線會使用 LOW 用戶群組。
這些用戶群組的基本特性是：
• HIGH：最多資源、最低並行限制。平行執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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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較少資源、較高並行限制。平行執行查詢。
您可以修改 MEDIUM 服務並行限制。請參閱變更 MEDIUM 服務並行限制以取
得詳細資訊。
• LOW：最少資源、最高並行限制。依序執行查詢。
14. 在提取大小中，指定系統在查詢的每個資料庫來回行程所要提取 (讓驅動程式處理)

的資料欄數量。

15. 在公事包位置中，指定存放所下載公事包的目錄位置，然後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伺服器中將公事包解壓縮。

16. 按一下儲存。
17. 完成下列任務以將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資料來源與 EPM Cloud 整合：
任務

描述

詳細資訊

一般

新增或編輯以檔案為基礎和直 定義資料整合
接整合來源的整合。

對映維度

將資料來源中的欄對映至目標 對映維度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對映成員

對映維度以識別來源欄位值如 對映成員
何轉譯至目標維度成員。

選項

定義匯入和匯出資料的選項。 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此外，定義任何來源篩選條
件。

執行整合

執行整合後，EPM 整合代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執行整
程式會啟動 EPM Cloud 中的 合
匯出程序。代理程式會下載匯
出資料。根據選取的方法，代
理程式也會建構適當的
INSERT 陳述式，並將資料載
入至目標資料表。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下載輸
出檔案，複查匯出的資料。寫
回的資料庫欄名稱會指定為所
產生檔案中的欄標頭，如下所
示。

將資料從 EPM Cloud 寫回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EPM 整合代理程式支援寫回，方法是讓您將資料從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移至區域網路上的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若要
使用此功能，請登錄資料匯出應用程式，將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中選取的報表資料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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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代理程式可以在寫回執行作業期間執行 BefExport 和 AftExport 兩個事件指令碼。使
用 Bef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前執行任何動作，或者可以置換預設的插入處
理。使用 AftExport 事件，您可以在將資料插入表格後執行所有後處理清除作業。
以 SYNC 和 ASYNC 兩種模式執行的代理程式，都支援寫回功能。
若要將資料寫回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Data Integration 中，建立包含一個您要寫回之來源資料標頭列的檔案。
這個標頭列必須與目標維度中的維度名稱完全相符。您可以使用 SQL 查詢中資料欄名稱的
別名，來作為維度名稱。

2.

將該檔案儲存成有標頭列的 CSV 格式檔案。
登錄應用程式時，使用檔案瀏覽器上傳檔案。

3.

登錄具有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類型的資料匯出應用程式。
a.

按一下資料整合首頁上的動作，然後選取應用程式。

b.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

c.

從建立應用程式中，選取類別，然後選取資料匯出。

d.

從類型中，選取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e.

從檔案中，選取您在步驟 2 建立的檔案。
按一下

f.

。

以瀏覽「檔案瀏覽器」頁面中的檔案。

在首碼中，指定首碼讓應用程式名稱成為唯一。
該首碼會與檔案名稱連接，形成唯一的應用程式名稱。例如，如果您要讓應用程式的
名稱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名稱相同，您可以把起首字母指派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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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4.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來源應
用程式旁邊的

5.

，然後選取應用程式詳細資料。

前往「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來源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詳細
資料維度頁籤，並確認標頭記錄中的欄名稱與您將資料載入其中之資料夾中的欄名
稱或欄別名完全相符。
名稱區分大小寫。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要寫回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維度。

6.

在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選項頁籤。

7.

在批次大小中，指定從檔案至記憶體一次讀取的列數。
此參數主要用於效能。當資料載入時，此設定值可決定要在快取中儲存的記錄數。
例如，指定 1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1,000 筆記錄。同樣的，指定 5000
時，系統會在快取中儲存 5,000 筆記錄並確認。
由「伺服器記憶體」決定此設定值，並視需要調整。

8.

在表格名稱中，指定要將資料載入至的表格名稱。
資料匯出至內部部署應用程式中的維度名稱，必須符合表格欄名稱。系統會產生
INSERT 陳述式自動載入資料，並插入所有欄位的文字。
如果在此欄位中指定表格名稱，請勿在插入查詢欄位中指定 INSERT 陳述式。

9.

在插入查詢中，指定與「查詢定義」頁面建立的自訂 INSERT 陳述式關聯的 SQL
查詢名稱。
INSERT 查詢必須包含表格、各值的欄，以及應用程式的維度名稱。您可以使用此
方法提供容易閱讀的維度名稱，也可以使用如 TO_DATE、TO_NUMBER 的 SQL
函數與其他函數執行資料類型轉換和其他字串作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自
訂 INSERT 查詢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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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 INSERT 查詢，請勿在表格名稱欄位中指定表格名稱。
10. 在認證儲存中，指定 EPM 整合代理程式所用的認證儲存類型。

可用的認證儲存類型包括：
• 雲端
• 檔案
針對雲端認證儲存，請在應用程式中儲存 username/password/connect 字串。
針對檔案認證儲存類型，請建立儲存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連線之 JDBC URL、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的檔案。URL 格式必須包含 JDBC URL、公事包資料夾路徑、使用者名
稱及密碼。該檔案的名稱必須是 appname.cred，且必須儲存在 config 目錄中。
檔案必須包含下列幾行內容：
jdbcurl=jdbc:oracle:thin:@<tns_name>?TNS_ADMIN=<path_to_wallet_folder>
一個 .cred 檔案中項目的範例看起來可能像這樣：
jdbcurl=jdbc:oracle:thin:@epmdevdb0_low?TNS_ADMIN=C:\ATP
Connection\epmdevdb0_wallet
username=apps
password=w+Sz+WjKpL8[

備註：
這兩種類型的認證儲存所用的密碼都必須經過加密。
當您使用「雲端」儲存庫類型時，請按照平常的方式，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密
碼。系統會為密碼加密，並加以儲存。
當您使用「檔案」儲存庫類型時，就必須使用 encryptpassword 公用程式來為
密碼加密，然後將密碼儲存在檔案中。如需如何為密碼加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為 EPM Cloud 使用者密碼加密。
11. 在工作流程模式中，指定載入資料的方法。

依預設，資料管理中的資料載入程序是以定義完善的程序流程來設計，其提供資料載入程
序的完整稽核，以及在工作台向下鑽研及檢視資料的能力。不過，完整資料流程可能導致
冗長處理時間，因為要封存資料作為稽核用途。在處理大量資料時，或者不需要稽核，且
效能是主要需求時，工作流程模式選項能提供可調整的解決方案。
三個工作流程模式選項如下：
• 完整
• 完整 (不封存)
• 簡單
完整選項是載入資料的預設流程。在臨時資料表之間是以標準方式載入資料，可以在工作
台檢視資料，且支援向下鑽研。
「完整 (不封存)」選項載入資料的方式與完整模式相同，但是當資料載入程序結束時，會
從臨時資料表刪除資料。只有在匯入步驟之後才可以在工作台檢視資料。完整 (不封存)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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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無法使用向下鑽研。當您想要在載入程序期間複查及驗證資料，但不需要稽核或
向下鑽研時，此方法非常有用。
此方法未提供效能改進，但限制空間使用，因為資料不會持續保存供未來參照。
「簡易」選項限制臨時資料表之間的資料移動。無法使用向下鑽研，且無法在工作
台檢視資料。此方法提供效能改進，而且當您不需要稽核或向下鑽研時非常有用。
「簡易」選項限制臨時資料表之間的資料移動。無法使用向下鑽研，且無法在工作
台檢視資料。此方法提供效能改進，而且當您不需要稽核或向下鑽研時非常有用。
12. 在使用者名稱中，指定您用於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使用者名

稱。

如果您使用 SQL Developer 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請指定 SQL
Developer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13. 在密碼中，指定您用於連線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的密碼。
14. 在服務名稱中，指定服務名稱。

您可以開啟 tnsnames.ora 檔案，然後選取與連線相關聯的服務名稱來尋找服務名
稱。服務名稱是一個別名，對映至連接描述元中包含的資料庫網路位址。
當您連線至資料庫時需要選取服務名稱。Autonomous Data Warehouse 連線的服
務名稱採用下列格式：
• databasename_high
• databasename_medium
• databasename_low
這些服務對映至 LOW、MEDIUM 及 HIGH 用戶群組。
例如，如果您建立具有資料倉儲工作量類型的 Autonomous Database，並將資料庫
名稱指定為 DB2020，則服務名稱是：
• db2020_high
• db2020_medium
• db2020_low
如果您使用 db2020_low 服務連線，則連線會使用 LOW 用戶群組。
這些用戶群組的基本特性是：
• HIGH：最多資源、最低並行限制。平行執行查詢。
• MEDIUM：較少資源、較高並行限制。平行執行查詢。
您可以修改 MEDIUM 服務並行限制。請參閱變更 MEDIUM 服務並行限制以取
得詳細資訊。
• LOW：最少資源、最高並行限制。依序執行查詢。
15. 在公事包位置中，指定存放所下載公事包的目錄位置，然後在 EPM 整合代理程式

伺服器中將公事包解壓縮。

16. 在累計資料中，輸入是會在匯出之前彙總科目資料，並依一或多欄將結果分組。

輸入否則不會在匯出之前彙總科目資料，或依一或多欄將結果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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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一下儲存。
18. 完成下列任務以將 EPM Cloud 應用程式與「資料匯出至 Oracle Autonomous Database」

應用程式整合。
任務

描述

詳細資訊

一般

新增或編輯以檔案為基礎和直接 定義資料整合
整合來源的整合。

對映維度

將資料來源中的欄對映至目標應 對映維度
用程式中的維度。

對映成員

對映維度以識別來源欄位值如何 對映成員
轉譯至目標維度成員。

選項

定義匯入和匯出資料的選項。此 設定資料整合選項
外，定義任何來源篩選條件。

執行整合

執行整合後，EPM 整合代理程 執行整合
式會啟動 EPM Cloud 中的匯出
程序。代理程式會下載匯出資
料。根據選取的方法，代理程式
也會建構適當的 INSERT 陳述
式，並將資料載入至目標資料
表。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下載輸出
檔案，複查匯出的資料。寫回的
資料庫欄名稱會指定為所產生檔
案中的欄標頭，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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