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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为使用 Csmar Solution的用户提供操作指引 

 

1.2. 背景 

CSMAR Solution是基于 RSC网站，重新架构开发的 Web应用系统，是国泰安数据综合应用平台，

数据内容主要为 CSMAR数据库，新闻、公告、研报等资讯数据库，各类学术资源。您可以进行 CSMAR

数据查询下载、绘图、统计，可以浏览新闻、公告、下载原文，收藏研报，通过学术资源栏目，您

还可以查看各类学术论文、关注学术会议、下载课程资料、案例资料。 

1.3. 定义 

术语 定义或说明 

单表查询 
每次仅能对某一数据库某一节点下的某一数据文件表进行数据查

询。 

自定义查询 
查询数据时可在同一金融品种（来自不同数据库，不同表，但属

于同一金融品种）内选择相关指标自由组合，进行数据查询。 

 

1.4. 参考资料 

Csmar Solution 

 

2. 用途 

2.1. 功能特点 

1、 自定义查询 

（1） 金融品种的数据组合成检索树，您可以自由选择指标进行组合查询，跨表跨库检索灵

活方便。 

（2） 自定义查询提供多种数据展示格式，横向数据展示，分类组合展示格式，您可以使用

自己的报表，省去了下载后数据整理的工作。 

2、 公告资讯 

财经新闻、研究报告等均分类显示，您既可通过设置条件（时间、代码、标题、作者、来源）

检索所需资讯。也可将原文附件下载。还可将所需资讯收藏保存。 

 

3、 绘图、统计功能 

（1） 所示数据以图表的方式表达出来，使数据更加清晰易懂，使数据表示的含义更形象更直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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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页面所示数据进行多种统计量（包括方差，众数，标准偏差，偏度，峰度等）计算，

得出计算分析结果。 

 

4、 更多导出数据格式 

11种数据格式可供选择：html，xml，spss等，导出记录数最大可达 30W条。 
 

 

2.2. 性能特点 

无 

 

3. 运行环境 

3.1. 硬件环境 

本系统为 B/S架构，故对用户的硬件环境没有要求，只要用户所使用电脑能够连接网络、正常打

开网页，即可使用本系统。 

3.2. 软件环境 

页面推荐分辨率：1024*768 浏览器：要求 IE6.0以上，推荐使用 google浏览器 

4. 使用过程 

4.1. 安装与初始化 

本系统为 B/S架构，故无需安装。只需打开网站输入用户名密码登陆即可。 

 

4.2. 使用说明 

4.2.1.快捷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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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有账号了——用户登录 

输入网址，打开登录首页。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如果验证通过，进入系统。 

 
 机构用户允许多人在线，最大在线人数有限定。机构账号需要验证 IP 范围段，支持使用

IP自动登录。 

 个人用户账号只能 1人使用，不能多人同时在线使用。 

我有兴趣想先随便看看——匿名登录 

输入网址，打开登录首页。点击“匿名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匿名账号只能查看部分试用数

据，如要查看下载更多数据，需要购买相应的数据库。 

我还没有账号——注册 

您可以通过注册称为网站成员（试用），拥有更多的数据权限和网站使用权限。在登录页面点击

“注册新用户”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注：如果您是机构用户，希望账号能多人同时使用，网站暂不支持机构在线注册，如有需要，

请直接联系客服人员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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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密码丢失了——忘记密码 

您可以通过忘记密码功能找回您丢失的密码。 

操作：在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链接，在新页面输入用户名和注册邮箱，点击“提交”后将

密码发送到您注册时所用邮箱。 

 

如何进入单表查询？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单表查询进行数据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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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网站首页，点击“单表查询”面板内的数据库系列链接，进入单表查询界面，并定位

展开相应的数据库系列。比如点击“股票市场系列”链接，展开股票市场系列数据库。

如图所示： 

 

（2） 点击导航条，CSMAR数据库——单表查询，选择股票市场系列节点展开。 

 

如何进入自定义查询？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自定义查询进行数据提取： 

（1） 在网站首页，点击“自定义查询”面板内的数据品种链接，进入相应的查询界面。比如

点击“股票。”链接，展开股票自定义查询界面。 

 

（2） 选择 CSMAR数据库——金融数据——股票，进入股票自定义查询界面。 

4.2.2.网站首页 

 登录成功后，进入网站首页，首页主要包括个人中心、公告栏、系统介绍、站点导航功能。 

 个人中心：提供修改个人基本信息；修改密码；查看权限；修改系统设置功能。 

 公告栏：展示产品动态，包括数据库新库发布，旧库提升，结构变更，软件升级等内容。

点击标题，可以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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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介绍：对系统各大模块的介绍。 

 站点导航：提供进入各模块的链接。 

 注：考虑机构用户是多人使用账号，如果其中一人修改账号密码导致其他人无法登录，暂不支持在

线修改密码功能。 

 

4.2.3.CSMAR数据库查询 

 单表查询 

该模块提供了国泰安公司 CSMAR系列精准数据的查询调用服务，您可以预览样本数据、进

行数据查询、结果预览、数据下载、保存方案、统计、绘图等操作；在此模块中，数据库结合

实证研究专题，按研究方向将数据分类，满足不同研究者的需求。主要包括以下系列： 

 股票市场系列 

 公司研究系列 

 基金市场系列 

 债券市场系列 

 衍生市场系列 

 经济研究系列 

 行业研究系列 

 货币市场系列 

 海外研究系列 

1．浏览样本数据 

  以表格的形式部分展示数据库内真实的数据，让您快速了解各个指标和数据特点。 

 样本数据查看 

 操作：选择 CSMAR数据库——单表查询，进入单表查询主界面，选择数据库系列——选择数据

库——选择数据分类——选择表，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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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数据操作 

导出：点击“导出数据“菜单，将样本数据当前页导出到 EXCEL文件中。 

删除记录：勾选数据记录，点击“删除选中行“下拉菜单，删除选中行。 

设置每页显示记录数：在编辑框中，输入记录数，回车。 

2．字段搜索 

 在字段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查找，将在数据库中将包含此关键字的字段/表/节点等

查找出来。 

     

 比如输入“净利润“，点击查找，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显示搜索的结果。如图所示： 

 
 点击字段，树节点展开，打开字段所在表，字段高亮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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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检索范围为所有数据库，您可以点击““设置搜索范围”链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

您所要检索的数据范围。 

3．数据查询 

 在预览完样本数据后，如果您希望可以查看更多的数据。点击“数据查询“按钮，系统将

跳转到数据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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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选择 

 您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代码选择：手动输入、代码筛选、代码导入、全部（对于某

些和代码无关的分类，比如宏观经济库，页面中将自动过滤代码选择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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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输入：在代码输入框中输入代码，多个代码之间用半角逗号隔开。 

 代码筛选：点击“代码筛选“按钮，弹出代码选择窗口，选择代码分类（可以组合分类），树节

点有自定义板块分类。 

 

 代码导入：单选代码导入方式，切换到代码导入选项，点击“选择文件”按钮，在弹出对话框

中 选中本地代码导入文件。格式要求如下： 

    

 代码全选：在所有代码范围内进行检索。 

 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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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所要调用的数据的时间区间。时间范围默认显示的是您所购买的数据库的权限时间。

不同数据库根据数据实际区间，权限时间可能有不同。下图为时间选择面板效果图： 

 

 

 数据文件选择 

部分节点下所包含的数据表有很多，未能一目了然在字段选择页面地显示在用户面前，为

了更加便于用户定位到自己所需的数据表，可将鼠标移至数据表滚动条上，系统会将该节点下

所包含的数据表名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用户只需点击某一数据表名称，便可定位到该数据

表的字段选择页面。 

 

 选择字段 

选择需要输出或者下载的字段。支持单选，多选，全选。鼠标移动到字段上面，可以看到字段

的释义。 

单选：勾选字段前面复选框，选中的字段前面打钩。如下图所示： 

 
多选：在字段名称上面，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选择多个字段。可以横向拖动，也可以纵向拖动。

横向选择同一行字段，纵向选择同一列字段。也可以拖动一个区域，选择多个字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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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点击“全选”，选中当前表中所有字段。如图： 

 
您也可以点击“取消”，取消选中字段。 

 设置条件 

 如果您想对查询数据设定筛选条件，可以通过设置条件方式进行条件限定，以满足符合某

一或者多个条件组合的数据结果。选择了某表的字段后，条件面板将自动添加此表信息到选择框中，

您可以选择此表中任意字段进行条件设置。 

 比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中，我们希望查出在 2010年以后的上市公司。操作步骤：（1）

选择表：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 

（2）选择字段：上市日期 

（3）选择条件运算符： >（说明：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系统自动判别加载运算符合相应的取

值输入控件，比如日期，将弹出日期选择窗体，避免您误输入错误格式的日期，减少操作错误的几

率） 

 对于字符型数据，条件应该为“以开头、以结尾、包含、等于、不等于”三类，条件值可

输入 

 对于数值类型，条件应该为“大于等于，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小于”几种，条件值

可以手动输入 

 对于日期型，条件支持“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在区间，不在区间”，在区间，不在

区间的条件输入值应该为一个范围。 

 包含空值条件处理的方式：为空，不为空 

（4）条件取值：设置为 2010-01-01。 

（5）点击添加按钮，则此条件添加到条件列表中。 

 

您在作多个条件组合筛选时，通过设置“是否必选”项，进行组合条件设置。必选说明条件间

组合是 AND（与），非必选说明条件间组合是 OR（或）。默认是“必选” 

 下载选项 

 下载选项设置主要是对下载文档格式，字符编码，是否导出字段中文名称、单位、描述，

是否需要把下载地址发送到邮箱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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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格式说明： 

导出格式 格式特点 

*.xls 

Excel2003 格式，数据展示直观，最普遍的格式。 

Excel 2007 格式，每个 Sheet 表可容纳的记录数高达 30W 

Excel 格式创建 SAS 数据 

*.csv 
是一种纯文本格式，用来存储数据。这种文件格式经常用来作为不同

程序之间的数据交互的格式 

*.txt 

大数据量的导出格式，可以设置多种分隔符（逗号，制表符，分号等）

适用多种应用场合 

文本格式创建 SAS 数据 

*.dbf 

Dbase dbf 格式，支持数据库管理软件，如 Dbase 

Visual Foxpro 格式，支持数据库管理软件，如 Foxpro 

*.sav 直接使用 SPSS 软件打开导出文件，省略了导入步骤 

*.xml 适用于采用其它的视图模式来展现或者进行分档解析的应用场景 

*.html 简易显示，阅读适用于所有浏览器。 

 检索数据 

 执行完以上步骤后，点击“检索数据”按钮，转到查询条件确认页面。您确认查询条件无

误后，可以点击预览数据查看结果。也可以点击下载数据直接将数据包下载到本地。如果条件需要

重新调整，点击返回。如下图所示： 

 



                                                    用户手册 

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结果预览 

 在查询条件确认页面，点击预览数据后，进入结果预览页面。预览页面主要包括：下载数

据、保存方案、数据操作（绘图、统计、导出当前页、删除行等操作）。如图所示： 

 
 下载：把查询结果（结果中所有数据）按照之前设置的格式下载到本地。 

 保存方案：详见保存方案小节。 

 绘图：详见绘图小节。 

 统计：详见统计小节。 

 导出当前页：将当前页面显示的数据导出到 EXCEL格式文件中。 

 删除选中行：删除选中的记录。 

5．数据下载 

 在查询条件确认页面，点击“下载数据”按钮，或者在结果界面点击“下载数据”按钮，

系统将数据打包提供下载链接给用户。 

 提示：由于数据量较大，在下载页面避免长时间的等待，当数据结果记录数达 50000条时，

系统会提示： 

  

6．保存方案 

 点击保存方案，输入方案名称，将本次查询设置保存到服务器中，以备下次调用。包括对

代码选择、时间范围选择、字段选择、字段条件设置、下载格式设置等选项。下次在树结构目录区

我的方案选项卡中，点击方案名称即可调用上次查询条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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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查询 

 自定义查询提供了同一金融品种内相关联指标的组合查询，操作方便快捷，用户可以灵活

定义各种指标组合，定制所需的数据。分为两部分：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 

 金融类数据提供：股票、基金、债券、权证、银行数据指标的自定义组合查询。 

 金融类数据的查询步骤如下： 

 

 经济类数据提供：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工业行业数据指标的自定义组合查询。 

 经济类数据的查询步骤如下： 

 （1）宏观经济： 

 

设置时间：数据统计时间范围的设置。分为不同频率的数据：年度、季度、月度。页面如图所

示： 

 

（3） 区域、世界、工业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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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选择：在区域经济中，分为城市代码和省份代码；在世界经济中，为国家或者地区代码；

在工业行业中，为工业行业代码。 

其中，虚线框内步骤不是必然步骤。 

1． 指标树的展示 

 选择不同的金融品种，展开相应的指标树。金融类数据各指标树展示结果如下： 

 
经济类的指标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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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搜索 

 在指标搜索栏输入指标关键字，模糊匹配，自动提示输入功能。比如输入资产，则弹出下

拉框，选中某一字段，点击“定位”，树节点展开，定位到树节点所在位置。如下图： 

           

3． 代码选择 

 代码选择操作方式同单表查询的代码选择部分内容。对于部分数据分类没有代码选择的，

此步骤不是必需步骤。 

4． 指标选择 

 当指标树加载完后，展开树节点，单击鼠标左键，将所选指标节点添加到右边指标列表当

中。如下图所示： 

 

 删除指标：勾选指标后，点击该按钮，将所选指标删除 

 清空列表：将指标列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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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参数 

 提取数据前，您需要为指标设定参数值，指明数据的取值点。参数通常为需要提取的数据

指标的日期范围或者分类。比如十大股东的参数为：统计截止日期和股东排名。参数面板提供时间

点、时间范围、组合参数的设置，您也可以通过批量参数设置按钮为同类型参数的指标一次性设置，

让数据提取范围更加灵活。以十大股东的数据提取为例： 

（1） 时间点：选择某一报告期的时间，比如 2009年年报。如下图： 

 

（2） 时间范围：选择 2008年到 2009年，某几个报告期。 

 

 

（3） 组合参数：对于有多个参数的指标时，需要进行组合参数设置。比如查询 2009 年度年

末统计的前 10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参数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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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量设置 

批量参数设置针对同一种类型参数的指标进行统一设置。避免重复操作。批量设置可以

针对以上 3种形式的操作进行批量。以财务数据为例，操作步骤： 

I. 选择指标：资产总计、负债合计、负债与所有权益总计、利润总额、净利润。如图： 

 
II. 设置资产总计指标参数（可以选择其他之一），会计期间未为 2008年-2009年，中期和年

末的报告期。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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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批量设置其他指标参数：选择资产总计指标行，点击批量设置参数按钮，其他指标参

数批量设置成功。所有指标的会计期间均为 2008年-2009年，中期和年末的报告期。 

 
 

6． 单位换算 

 将指标的默认的单位换算为更大或者更小的单位，比如股——》万股，方便查看。 

 操作步骤： 

（1）在指标列表中，选择某行，在点击单位下拉列表，选择字段的单位进行设置 

（2） 在提取数据展示时，如果值为 100000股，那么选择万股后，则显示数值为：10万股。 

7． 条件筛选 

 在执行代码筛选的时候，您希望从一大批证券代码范围内，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股票/基金/

债券/权证等。可以通过为指标列表中的字段设置筛选条件，比如筛选出 2008年年末转增比>0.2的

股票。那么数据查询时将在原有的范围中，过滤掉<=0.2的记录，刷选出相应的代码。 

 操作步骤： 

 设置参数范围（2008-年末）——选择运算符’>’——设置数值 0.2。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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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表达式：条件表达式用于用户自定义组合条件。每个条件用#n表示（每个指标的序

号），n大于等于 1。多个条件之间作与（AND）/或（OR）/非(NOT)逻辑运算，可以加上括号（）

限定优先级。例如： 

 #1 AND #2 OR #3 表示满足条件 1，并且满足条件#2 ，或者满足条件 3。 

8． 提取数据 

 根据第 6步设置的条件，点击提取数据后，提取数据的结果。针对不同的数据，有不同样

式的表格进行数据展示。 

 对于金融类数据，默认展示格式为第一第二列为代码和代码简称。如下图所示： 

 

 对于宏观经济数据，默认展示格式为第一列为时间。如下图所示： 

 

工业行业、区域经济、世界经济等数据，默认展示格式第一列代码，第二列为代码简称，第三

列为统计时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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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操作&应用按钮： 

查询结果页面提供了一系列按钮菜单对数据结果进一步应用。如下图： 

 

删除：删除数据结果中某条记录 

删除空行：将指标值均为空的记录删除 

清空列表：将结果数据清空。 

隐藏参数：将日期、单位等参数隐藏，只留字段名称。 

保存板块：保存所选的代码为自定义板块的内容；可以将结果中的代码全部保存，将结果中勾

选的代码保持，也可以将某些代码追加到已有的自定义版块中。保存后的板块，存放在代码树中自

定义板块节点下。下次直接点击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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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设置文档格式，字符编码，是否导出字段中文名称、单位、描述，是否需要把下载

地址发送到邮箱等，将结果集导出到本地文件中。界面如图所示： 

 

保存方案：点击保存方案，输入方案名称，将本次查询设置保存到服务器中，以备下次调用。

各种品种分门别类保存，比如股票和基金方案分别存储。 

绘图：详见绘图小节。 

均值统计：详见统计小节。 

9． 统计 

对当前页数据进行多种统计量（包括方差，众数，标准偏差，偏度，峰度等）计算，得出计算

分析结果。操作步骤： 

（1）在数据结果页面，点击“均值统计”按钮。（在单表查询结果页面，下拉菜单“数据操作”

——“均值统计”）。 

（2）弹出对话框，勾选计算公式， 



                                                    用户手册 

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勾选指标，设置计算结果小数位数 

（4）点击计算。 

 效果图如下所示： 

 

10． 绘图 

 用户检索出所需数据后，数据显示到页面。对当前页面数据进行绘图统计。图表区包含两

个区域：图表区和图表选项区。绘图区主要显示图表绘制结果，绘图设置区通过设置各种参数，包

括： 

 添加绘图指标：Y轴指标框，勾选需要绘图的指标，图形以不同颜色区分。 

 选择图表类型：下拉选择图表类型（柱形、折线、饼图） 

 设置图表标题：输入图表的标题 

 图例设置：勾选显示图例并设置图例位置。 

 是否显示数据：勾选显示数据选项。 

 图表大小设置：调整高度和宽度。单位为像素。 

 轴 Y轴网格线：给图表设置网格线。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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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公告资讯 

 公告原文 

 该模块提供了 1991年以来市场公告、上市公司招股上市说明书、定期公告、各类临时公告

等，涵盖上市公司、基金、债券、权证等数据范围。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分类浏览  

 简单检索（按时间、代码、标题，单分类）  

 高级检索（按时间、代码、标题，多分类）  

 原文下载（单个、多个附件）  

 公告收藏  

 

1. 进入公告查询页面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公告查询主页： 

(1) 选择菜单“公告资讯”——“公告原文” 

(2) 在公告资讯面板，点击“公告原文”超链接 

 公告查询主页面，左侧为公告分类树，右侧分为两部分，条件设置面板及公告内容列表面

板。界面描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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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浏览 

 点击公告分类树的分类节点，查看相应分类的公告。默认日期范围为最近一月的公告。 

 

3. 简单检索 

 选择分类后，通过设置日期范围、输入标题、筛选代码，点击检索按钮，可以进行单个分

类的公告检索。可以多个条件组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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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条件：输入开始、截止日期。每次检索，日期范围限制在跨 2个年度之内，即选择连

续 2个年度时间范围，最大范围为某年 1月 1日至次年 12-31日。比如 2009-01-01至 2010-12-31。

勾选“应用到所有”项，则设置的时间将被记忆下来，无须重复设置。 

 标题条件：输入标题关键字，进行模糊搜索 

 代码条件：通过代码选择，可以搜索单支证券、多个证券相应的公告。部分公告类型，如

市场公告不提供代码筛选条件。下图为设置代码条件的窗口，代码选择： 

 

4. 高级检索 

 相对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可以同时检索多个分类的公告。支持对上市公司公告、基金公告、

债券公告、权证公告等分类进行检索。步骤描述如下： 

（1） 选择证券类型，可以选择股票/基金/债券/权证 

（2） 设置日期范围，最大范围也限制在 2个年度  

（3） 设置代码范围 

（4） 输入标题关键字，可以不输 

（5） 点击确定，系统将您所需的公告提取出来。 

 检索页面描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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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览、下载 

 点击公告列表的标题部分，在新打开的窗口中，可以预览公告的详细内容及附件。您可以

将公告原文附件下载下来。预览页面如下图所示：  

 

 

直接点击标题后面的附件图标可以进行单个附件下载。此外，系统还支持多附件下载。 



                                                    用户手册 

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操作步骤：勾选所要下载的公告——点击“下载选中附件”，则系统将对所选公告附件打包压缩，

返回下载链接。您只要点击链接保存附件到本地即可。 

如下图所示： 

 

 

6. 公告收藏 

 预览附件后，您可以将所需的公告收藏起来。在您的收藏夹中，可以看到所需公告列表。

如下图所示： 

 

7. 定制下载 

 定制下载提供了大数据量整理下载的通道，购买了公告数据的用户您只需付手工费，我们

将进行数据整理，将结果发送给您。界面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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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新闻 

 提供了 1993年以来上市公司新闻、国内财经、港澳台财经、海外财经新闻、新闻评论、行

业新闻、市场传闻等数据。模块功能如下： 

 分类浏览  

 条件检索（按时间、代码、标题、作者、来源检索）  

 原文下载（可下载单个、多个附件）  

 新闻收藏 

 下图为财经新闻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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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财经新闻的检索方式可参考公告原文检索。相对公告检索，提供了安装新闻来源、

作者进行快捷检索的方式。您只需点击新闻来源链接，比如人民网，则系统将搜出所设置时间范围

内的人民网发布的新闻。按作者搜索的方式同样。 

 研究报告 

提供了各类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包括公司研究、行业研究、宏观经济研究、证券市场研

究等分类。 模块功能包括： 

 分类浏览  

 最新研报（快速搜索当天、最近 3天、最近 7天、最近 1月的研报）  

 条件检索 （按时间、代码、标题、研究机构、作者搜索）  

 原文下载  

 研报收藏  

 研报搜索、收藏功能参照公告新闻部分描述，不作进一步阐述。研报主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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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学术资源 

 学术资源链接到中国实证研究网，该部分分为两个专区：研究专区、教学专区。提供学术

论文、课程资料、案例资料等内容的下载，另外可以浏览各种学术会议、学术活动等信息。 

 以实证学苑为例，说明如何访问相关信息。 

操作步骤：学术资源——研究机构——实证学苑，正式用户跳转到“中国实证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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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服务支持 

 常见问题 

 提供用户常见问题的查询，包括：数据答疑；数据定制；软件故障；账号管理；投诉建议；

其他等几种分类。每种分类列出相应的问题。 

 操作：选择菜单“服务与支持”——“常见问题”，进入常见问题主页。 

 

 数据定制 

 如果您需要购买已有的数据库，或者需要定制一些数据资源，可以通过数据定制功能提供

的在线服务，向国泰安客服中心发送数据需求，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选择服务与支持——数据定制，进入数据定制页面。使用数据定制的操作步骤如下： 

（6） 勾选您感兴趣的数据库，如果没有可以不选 

（7） 填写联系方式和数据需求 

（8） 提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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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反馈 

您可以通过在线留言模块向客服中心提出与 GTA及其产品相关的问题。用户提问的类型分为：

数据答疑、软件故障、数据定制、账号管理、投诉建议及其他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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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演示 

 

 说明书下载 

 提供数据库说明书下载功能。在单表查询页面，选择数据库节点，点击下载说明书链接，

可以将 PDF格式的说明书下载到本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