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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信息管理系统 HTDMS 是亚申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为高通量

平行反应器系统及应用而专门定制的高通量数据处理和信息管理软件系统。它将

实验设计软件和全自动运行控制软件、数据采集和集成软件、数据处理和报告软

件、数据库和数据搜索软件、数据同步和回放软件等一系列软件工具集成为一体

化的高通量实验信息管理平台，其功能涵盖实验设计、准备、运行、分析（在线

和离线）、数据计算、结果处理、实验报告、信息存取等高通量实验的全过程，

可实现 24 小时无人值守操作。HTDMS 的应用将会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运用高

通量技术进行科学研究和工业开发的速度和效率。 
     

◆ 工作流软件 

 
工作流软件主要用于为平行反应器系统设计和制定高通量实验和运行方案。

借助于科研人员友好的、图形化界面的软件工具，用户可设计、修改、根据实验

进程修正和重新布局实验运行方案。 
 
用户通过工作流软件可实现离线设计实验过程、根据分析数据和进程反馈修

改实验参数并产生新的工作流。工作流的执行过程同时也是实验的自动记录过

程，因此免除了实验员繁琐的手工记录。工作流可重复执行、无限复用。对已建

立的工作流修改产生新工作流，可大大缩短实验设计过程。 
 
工作流软件分工作流设计软件和工作流执行组件两部分。 
 

1) 工作流设计软件 
 

在工作流设计软件图形化界面下，用户从 Activity 库将所需要的 Activity 拖

拽到设计工作区，并将各个 Activity 按实验需要排序与组合，由此构成一个工作

流，完成实验设计。工作流可发布给工作流执行组件，由实验员加载后自动按既

定步骤和参数执行。 
 
工作流设计软件里的Activity库是按照高通量平行反应器系统的配置开发定

制的（软件）部件。通过对这些部件（或操作）的不同组合可实现对系统设备的

不同控制，以达到用户自定义的实验控制需求。 
 
工作流支持全局变量、IF-ELSE 判断分支、WHILE 循环、并行操作等，能

让熟悉工作流设计的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展现其设计理念。 

亚申高通量信息管理系统 HTDMS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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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设计软件主界面如下图，包含工作流浏览区、设计工作区、Activity
库、属性设置和消息输出等区域： 

 

 

图 工作流设计界面 

 

 

2) 工作流执行组件 
 

工作流执行组件在安装时会自动嵌入到运行控制软件中（前提条件：先安装

运行控制软件）。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并执行已发布的工作流。在工作流执行

过程中，操作人员可选择暂停、恢复或中止工作流的执行。 
 
HTDMS 系统支持同时执行多个工作流（前提条件：同时运行的工作流对同

一设备或执行行单元的操作无指令冲突）。 
 
工作流执行组件嵌入运行控制软件的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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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作流执行界面 

 

◆ 运行控制软件 

 
运行控制软件以图形化的界面实现对高通量平行反应器系统的底层设备以

及界区外辅助设备（包括在线分析设备）的操作，同时记录实验过程中的设备状

态和过程数据，方便用户对全系统进行控制和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运行控制软件包括数据服务软件、系统诊断软件和实验控制软件三个部分。 
 

1) 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软件实现对底层设备的控制，并给上位机软件提供控制设备和采集

数据的接口。 
 
数据服务软件的一个子集-日志服务在服务启动后实时记录各个设备的运行

状态和过程数据，不依赖于上位机软件即可独立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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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诊断 
 

系统诊断软件可实现对全系统各个控制单元进行的单独控制，其控制界面是

全图形化的。熟悉硬件系统的工程师可通过系统诊断软件实现对全系统的控制、

诊断、检查、实验运行等操作。 
 
下图是系统诊断软件的供气界面，操作人员可直接点击界面上对应的设备图

像实现对设备的控制： 
 

 
图 试验诊断界面 

 

3) 实验控制 
 

实验控制软件与系统诊断软件相似，但注重于实验操作过程，有针对性地限

制了对绝大部分设备的直接操作，其目的是防止实验员误操作而导致实验过程中

止或设备损毁等情况发生。 
 
此外，实验控制软件包含实验过程的数据展示界面，以曲线图方式展示实验

进过程数据，以及报警显示和控制界面、工作流控制界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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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试验控制界面 

 

◆ 数据处理软件 

 
数据处理软件基于工作流软件、运行控制软件、以及界区外各分析设备控制

软件的输出数据而运行。HTDMS 系统支持的外围分析设备包括在线 GC、在线

QMS、离线 GC 等。 
 
下图是某在线 GC 分析软件的界面，数据处理软件能与其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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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C 分析数据自动集成 

 

数据处理软件自动收集分散在各个系统下的数据并对其进行预处理，然后按

照用户给定的数据整合方案将数据组合在一起。用户可随时执行数据处理过程，

实时获得实验数据和分析结果。 
 
数据处理软件包含数据同步服务、数据分析系统（DAS）、数据管理系统

（DMS）和数据回放系统（Replay）等 4 部分。其中，数据回放不依赖于实验过

程，仅与数据服务相关，因此也可用于回放符合特定格式的任意数据。 
 
下图是数据处理软件的整体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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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处理流程 

 

1) 数据同步服务 
 

数据同步服务在上图中标注的名称是 Data Sync Service，它提供一个配置界

面让用户选择任一实验的数据源（Data Source）。 
 
数据同步服务启动后，该服务会每经过特定时间间隔就去指定的数据源抓取

更新数据到本地实验目录下。用户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数据分析系统中执行该实

验的处理过程，即可得到最新实验分析结果，以供后续分析。 
 

2) 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DAS-Data Analysis Studio）将数据同步服务抓取到的数据按

设定的整合方案将所有数据组合成三维的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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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通量数据分析模型 

 

用户在数据分析系统中设计和创建数据处理过程。在设计处理过程时，用户

可新建变量并使用表达式编辑器对三维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编程运算。这个过程

与熟知的 Excel 编辑过程相似，且无需专业编程人员即可实施。所编辑的数据处

理过程均存档并可复用。创建数据处理过程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数据处理公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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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根据特定实验的特定需求和特点，将一些关键的算法以行的方式追加

到上述三维数据表中（即添加新的 DataItem 项）。新添加的数据可用于后续的运

算。离线分析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使用在线分析数据处理方法中的运算结果并进行

再运算。 
 
每个处理方法都可导出或复制到另一个实验中使用，并可通过局部修改算法

生成新的数据处理过程。 
 
下图是执行完一个处理过程后得到的数据表，这些数据包含用户自定义算法

产生的新行： 
 

 
图 数据处理运行界面 

 
用户可选择数据表中所有或部分的行和列，将所选择的数据输出到 Excel 或

Spotfile 等熟知的软件中进行二次分析，也可直接生成实验报告或报表。 
 
数据分析系统只能同时处理一个实验。需要处理另一个实验的数据时，需要

关闭当前实验并打开欲处理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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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对不同实验进行比较，用户可从各个实验的数据表中选择所需要的

行和列数据，并将其导出到数据管理系统。 
 

3) 数据管理系统 
 

对于不同的实验，用户可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导出所需数据，通过数据管理系

统导入到数据库，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包含查找、修改、删除等操作。 
 
下图是数据管理系统的主界面：  

 
图 数据管理 

 

用户输入特定的查询条件后即可执行查询，查询结果可导出到 Excel 或

Spotfile 中进行再分析，并支持与主流 LIMS（如 Sample Manager）系统集成。 
 
数据分析系统的重点在于分析，且只能处理单个实验；数据管理系统的重点

在于管理数据，其可导入任意多个实验的数据，并能支持多个数据库。两个系统

的有机结合，可以很方便地对高通量实验的全过程数据进行高效分析，加速研发

进程。 
 
 
 



4) 数据回放系统 
 

数据回放系统直接采用数据服务产生的数据，以曲线图方式显示从实验开始

到当前时刻的系统状态和历史，并可通过局部放大，方便地了解任意时刻系统状

况的细节。 
 
在实验数据分析和处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异常数据。可通过对实验过程的

数据回放，特别是异常数据出现的时间段系统状态的检查，寻找数据异常的原因

以及影响系统或实验的因素等。 
 
系统状态图也可输出作为实验报告的一部分，使得报告更直观。下图是数据

回放的一个实例图： 
 

 
图 数据回放 

 

更加详细的界面和操作说明请参见 HTDMS 软件系统安装说明书、用户手

册、维护手册等软件系统文件。 
 
亚申负责 HTDMS 软件系统的安装、实施、调试、测试和操作人员培训，并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以保证高通量数据处理系统 HTDMS 安全、稳定、可靠地长期

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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