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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面向华谱系统的所有注册用户，对家谱数据的批量导入、分块数据的
批量更新等功能进行详细说明，并附有每个功能点的操作路径和截图说明。下述
说明按照家谱数据的批量导入、分块数据的批量导出和针对系统导出 Excel 文件
的修改规则、以及家谱数据的批量更新顺序展开。

1. 家谱数据的批量导入功能
用户可按照系统提供的 Excel 模板将新的家谱数据批量导入到系统中，人物
信息包括人物基本属性信息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关系种类包括父亲、母亲、配
偶等）。可导入的 Excel 数据包括如下两种情况：
（1）新增人物数据的批量导入：用户按照系统“批量导入”页面提供的 Excel
模板，在 Excel 文件中添加人物信息，然后使用“批量导入”页面的 Excel 批量
导入功能将新增人物数据批量导入到系统中；
（2）系统导出人物数据的批量更新：用户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第二节“2. 分
块数据的批量导出功能”将部分数据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在 Excel 文件中核
查、修改导出的人物信息，或新增人物、建立新增人物与系统导出人物之间的关
系，然后使用“批量导入”页面的 Excel 批量导入功能，将更新后的 Excel 文件
重新上传到系统对应的家谱中。
对于用户导入到系统中的 Excel 文件，系统会自动检测用户导入人物数据的
姓名、性别、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世、家庭排行等属性信息；若出
现错误，则人物将不会进入系统的家谱中，并返回错误反馈文件，帮助用户正确
1 / 12

填写人物信息；若未出现明显错误，则批量导入成功，返回批量导入反馈报告。
若用户导入到系统中的是导出人物更新信息后的 Excel 文件，则系统还将对人物
的“UUID”以及“系统编码”属性是否修改进行检查，本节重点介绍新增人物
数据的批量导入功能，关于系统导出人物数据的批量更新请参考本说明书第三节
“3. 家谱数据的批量更新功能”。

1.1 批量导入操作路径
步骤 1.1：登录系统—>建家谱—>共建家谱—>点击家谱名称，如“马埠吴氏
家谱”，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进入共建家谱页面
步骤 1.2：点击家谱名称弹出“家谱详情页”，如图 1.2 所示。在该页面中点
击“家谱人物导入/出”按钮进入“家谱人物导入/出”页面，如图 1.3 所示。

图 1.2 进入家谱详情页
步骤 1.3：在“家谱人物导入/出”页面，点击“批量导入/更新”按钮。进入
“批量导入”页面，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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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在家谱详情页中进入“家谱人物导入/出”页面
步骤 1.4：按照图 1.4 所示，可先点击“模板下载”，按照模板的使用说明（见
附录 1）将数据填写到 Excel 表格中，然后点击“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 Excel
文件。

图 1.4 进入批量导入页面

1.2 将个人家谱数据录入到系统家谱中的方法
本小节介绍用户如何将自己的家谱人物数据录入到系统中，系统提供以下三
种方式：
（1）在系统家谱的“查看全部人物”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家
谱人物添加”页面，如图 1.5 所示；新建人物及人物关系，将个人家谱数据录入
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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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家谱人物添加”页面
（2）从系统家谱的“查看全部人物”页面或“家谱人物导入/出”页面进入
人物“批量导入”页面，点击“模板下载”按钮，下载 Excel 导入模板，如图 1.4
所示；按照 Excel 导入模板将个人家谱数据填写在一个 Excel 文件中，然后按照
第一节所述方法上传个人家谱数据。
（3）填写修谱办公室发出的“家谱调查登记表”，然后在系统中家谱的“家
谱人物导入/出”页面，点击“家谱调查登记表”按钮，进入家谱登记表转换页面，
如图 1.6 所示。点击“选择要转换的文件”按钮—>选择自己填写的家谱登记调
查表—>点击“转换”按钮—>选择文件路径保存转换后的 Excel 文件；检查并修
改 Excel 文件，然后按第一节所述方法上传个人家谱数据。

图 1.6 家谱登记调查表 Word 转 Excel 处理页面

1.3 将个人数据连接到主树上的操作方法
本小节介绍用户如何将自己的家谱人物连接到已有的家谱树上。系统提供以
下四种方式：
（1）系统家谱中的人物与个人录入人物无重合人物的情况：若用户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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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人物或子树没有与系统中已有人物重合，而用户需要将个人所录入的人物或
子树连接到主家谱上，则可通过登录系统—>建家谱—>共建家谱—>点击家谱名
称—>查看家谱树，然后按照图 1.7 所示步骤，在先祖方框中输入本次所录入数
据的根节点（即需要与家谱树相连接的节点，图 1.7 中的第 1 步所示），然后点
击“生成家谱树”按钮（图 1.7 中的第 2 步）生成家谱树，在右侧“家庭关系”
中搜索需要连接到的人物姓名，建立关系即可。
针对不清楚直系先祖、但知晓多代之前的先祖的情况，也可使用本方法提供
的“后代（待考）”或“祖先（待考）”关系将个人所录入的人物或子树连接到主
家谱上，如图 1.7 第 3 步和第 4 步所示。

图 1.7 个人数据与家谱已有人物建立关系
（2）个人录入人物与系统家谱中人物有两代同名人物的情况：用户录入的
家谱人物与已有家谱人物有两代及以上重合，通过 Excel 导入时系统将自动执行
多代同名人物检测，返回多代同名人物对比页面，如图 1.8 所示，用户可在该页
面执行合并和连接操作，详情请点击“批量导入”页面（图 1.4）中的“合并功
能说明书”按钮，下载并查看“华谱系统家谱信息合并功能说明书”；

图 1.8 重合人物子树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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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录入人物与系统家谱中人物有一代同名的情况：用户录入的家谱
人物只有一个祖先人物与已有家谱人物同名，在数据录入到系统之后，可通过登
录系统—>建家谱—>共建家谱—>点击家谱名称—>查看全部人物—>按祖先姓
名查询同名人物，然后点击人物操作栏的“反馈”按钮，填写需合并的人物信息
和人物编号，联系修谱办公室进行祖先节点的合并，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同名人物合并申请
（4）修谱办公室成员有权限访问所有数据，因此可通过 Excel 批量更新：由于
权限限制，用户只能导出和修改自己所录入的人物，因此，如果用户需要将自己
录入的数据与其他数据相连接，只能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进行操作（建议使用第一
种方法）。而修谱办公室成员（指家谱创建者或创建者已分享创建权限的共同创
建者）有权限修改所有数据，因此可批量导出相应数据为 Excel 格式，并修改人
物信息和人物间关系，然后将更新后的 Excel 重新导入到系统即可完成修改。详
细操作请参考第 2.2 节和第 3 节中关于导出 Excel 表格的修改说明。

2. 分块数据的批量导出功能
本节详细介绍如何对系统中已有的家谱人物进行分块导出操作。导出为
Excel 文件的目的是方便用户核对数据的正确性。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本节
中介绍的功能，用户可将部分数据导出为 Excel 格式，在 Excel 中核查、修改导
出的数据后，使用“批量导入/更新”按钮将更新后的 Excel 文件重新上传到系统
中，系统会根据人物编码查找对应人物并自动更新人物信息。
用户若在导出的表中新增人物，系统会自动创建新的人物，并根据人物编号、
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建立新增人物与系统导出人物之间的关系。
注意：由于权限限制，用户只能导出和修改自己所录入人物的属性信息，导
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信息仅供用户参考，不允修改（修谱办公室成员除外，即修谱
办公室成员可导出并修改所有数据；如需申请修谱办公室成员权限，需与家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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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者和修谱办公室成员联系）。如需与系统中已有的、但用户无权限导出的人物
建立人物关系，请参考 1.2 节将数据连接到主树中的操作方法。

2.1 分块导出操作路径
步骤 2.1：登录系统—>建家谱—>共建家谱—>点击家谱名称，如“马埠吴氏
家谱”，如图 1.1 所示。
步骤 2.2：点击家谱名称后，会弹出“家谱详情页”，如图 1.2 所示，在该页
面中点击“家谱人物导入/出”。
步骤 2.3：对于个人录入到系统的家谱人物，可通过系统的“家谱人物导入/
出”页面进行查询并导出。目前支持的查询条件包括查询所有录入人物、按姓名
查询、按祖先的系统编码查询、按地点查询等，在方框中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
询”按钮，即可在界面中显示人物详情；然后点击“导出查询结果”按钮，即可
将符合条件的，由用户自己录入的人物按照 Excel 表格的格式返回给用户（Excel
中数据的格式同附录 1）。示例见图 2.1 和 2.2。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权限问题，系统仅支持导出用户自己所录入的数据。

图 2.1 分块导出人物数据操作界面

图 2.2 查询并导出所有录入人物操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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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导出的 Excel 文件的格式和修改规则
本小节详细介绍用户对导出的 Excel 表格的处理规范，主要包括修改人物信
息的规范，新增人物信息的规范以及新增人物与“导出的人物”之间建立关系的
规范。
首先，导出的人物包含的编号、姓名、性别、字、号、曾用名、父亲编号、
母亲编号、配偶编号、世、辈份、家庭排行、住址、朝代、公历出生日期、农历
出生日期、公历过世日期、农历过世日期、享年、葬于、文化程度、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职业、职务（官职）、入赘、是否公开、简介、祖籍、出生地、民族、
所属姓氏、谥号、其他描述、UUID、系统编码等信息，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修
改除系统编码和 UUID 外的其他属性信息，如图 2.3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用户不
可更改已有的属性字段的名称（即图 2.3 所示的表格的第三行），人物的父亲编
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等是人物相关亲属在当前表中的编号（即图 2.3 所示的
表格的 A 列），并不作为系统中人物的唯一标识。
其次，导出人物的关系只包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以及配偶关系，复杂关系
（如：继配等）请前往华谱系统查询。

图 2.3、系统导出人物的 Excel 文件
修改人物信息：用户可以在导出的 Excel 表格中修改相应人物属性信息，但
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更改人物的系统编码及 UUID；对于未按照规范填写的信息，
系统会自动检测出错误数据并返回错误反馈 Excel 文件，帮助用户定位并修改填
写错误的数据。
新增人物：用户可以在导出的 Excel 表格中新增人物，但需为每个新增人物
填写一个唯一的编号（即需填写 Excel 表格的第一列，编号可以为任意与已有人
物的编号不一致的值，建议按顺序添加）用于人物识别，对于新增的人物不可填
写系统编码与 UUID。目前批量导入只支持为新增人物添加父子、母子、夫妻关
系，复杂关系（如：嗣父、继母、继配等）请前往华谱系统“查看家谱树”页面
进行添加。
修改人物关系：为防止恶意串改，系统不对导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修改操作进
行处理，只对新增人物之间、新增人物与导出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新建操作。用
户可通过填写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添加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图 2.4 所
示，系统提供对姓名、性别、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世、家庭排行的
非正常值自动检测，即如果存在属性值不规范或编号不存在的情况系统会自动检
测出错误数据的位置，并返回错误反馈 Excel 文件（在该文件中标注了系统检测
出的不规范数据，如图 2.5 所示），用户需将标识为“不可以”数据修改正确后，
才可以上传成功。需要注意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情况需要由用户自行仔细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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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字段

图 2.5 父亲编号、母亲编号、配偶编号字段非正常值检测，用括号标注“不可
以”的数据存在格式错误
再次上传：对于导出的 Excel 表格，更新人物信息后，检查确认无误，删除
表格前两行如图 2.5 所示的前两行，即可按照第一节所述方式上传。

3. 家谱数据的批量更新功能
3.1 批量更新家谱数据的操作路径
步骤 3.1：登录系统—>建家谱—>共建家谱—>点击家谱名称，如“马埠吴氏
家谱”，如图 1.1 所示。
步骤 3.2：点击家谱名称后，会弹出“家谱详情页”，如图 1.2 所示，在该页
面中点击“家谱人物导入/出”。
步骤 3.3：根据 2.1 节介绍的“家谱人物导入/出”页面，将个人录入到系统
中的家谱人物进行查询并导出。目前支持的查询条件包括查询所有录入人物、按
姓名查询、按祖先的系统编码查询、按地点查询等，在方框中输入查询条件，点
击“查询”按钮，即可在界面中显示人物详情；然后点击“导出查询结果”按钮，
即可将符合条件的，由用户自己录入的人物按照 Excel 表格的格式返回给用户
（Excel 中数据的格式同附录 1）。示例见图 2.1 和 2.2。
步骤 3.4：对于导出的 Excel 文件，按照 2.2 节介绍的 Excel 文件修改规范，
更新人物数据。对于在表格中新增人物及人物间关系的方法，详见 3.2 节和 2.2
节。
步骤 3.5：在“家谱详情页”中点击“家谱人物导入/出”，重新上传修改后的
Excel 文件（见图 1.2，1.3 和 1.4），系统会根据系统编号自动检查人物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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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是否规范，如果不符合规范会返回一个修改错误提示的 Excel 表格下载链接，
如图 3.1 所示，在表格的每项属性中备注是否为合法的值，如图 2.5 所示。如果
存在不符合格式的情况，请按照规范检查 Excel 表格中数据的格式，重新上传。

图 3.1 Excel 数据填写错误反馈文件下载

3.2 新增人物及人物间关系
用户可以在导出的 Excel 表格中新增人物，但需新增一个唯一的编号用于人
物识别
（即需填写 Excel 表格的第一列，编号可以为任意与已有编号不一致的值，
建议按顺序添加）
，对于新增的人物不可填写系统编码属性以及 UUID 属性。用
户将修改后的 Excel 表格重新上传后，系统会自动检测用户是否在导出的 Excel
表中新增了人物、自动为用户创建新的人物，并根据人物编号、父亲编号、母亲
编号、配偶编号建立人物间关系。
注意：由于权限限制，用户只能导出和修改自己所录入的人物（修谱办公室
成员除外，即修谱办公室成员可导出并修改所有数据；如需申请修谱办公室成员
权限，需与家谱创建者和修谱办公室成员联系）。如需与系统中已有的、但用户
无权限导出的人物建立人物关系，请参考 1.2 节将数据连接到主树中的操作方法。

附录 1：家谱数据批量导入模板（Excel 格式）使用说明
1.

请按照图 1.4 所示，下载本系统提供的《家谱数据模版.xlsx》
，按照该模板格式整理
数据，否则系统可能不予受理。

2.

模版中第一行为人物的所有属性，属性顺序可以随意更改。如果某些属性不相关，
可以将其删除，但“编号”
、
“姓名”、
“性别”为必填属性，否则系统可能不予受理。
（模版中第一行必须存在，且属性名不可更改，如果需要增加属性，请联系系统管
理员 bigke2016@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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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有些属性没有数据值，比如“字”属性没有值，则不需要填写，或者删除该属性
也可以。

4.

编号：人物的编号，数字表示，可以从 1 开始编号。

5.

姓名：人物姓名。
（必填项）

6.

性别：人物性别，填“男”或“女”。（必填项）

7.

父亲编号：人物亲生父亲的编号，该编号应该是为已有的人物编号，比如父亲编号
100，但表格中并没有人物编号 100，则该父亲编号不成立，系统不予受理。

8.

母亲编号：人物亲生母亲的编号，填写方式同父亲编号。

9.

配偶编号：人物配偶的编号，填写方式同父亲编号。如果有多个配偶编号，配偶编
号之间用“/”隔开，比如配偶编号“100/101/102”。

10.

字：人物字属性，比如“李白”字“太白”。

11.

号：人物号属性，比如“李白”号“青莲居士”。

12.

曾用名：人物曾经使用的名字，如果有多个曾用名，曾用名之间用“/”隔开，比如“曾
用名 1/曾用名 2”。

13.

世：指第几世，比如“谢氏第二十七世”，该属性即为“二十七”
。

14.

辈份：人物的字辈，比如该人物这一辈姓名均为“吴自 X”
，辈份属性即为“自”。

15.

家庭排行：人物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比如长兄，家庭排行为“1”。
（必填项）

16.

公历出生日期：人物的公历出生日期。

17.

出生日期农历：人物的农历出生日期。

18.

公历过世日期：人物的公历过世日期。

19.

过世日期农历：人物的农历过世日期。

20.

朝代：人物所处的朝代，现代人物为“当代”。

21.

住址：人物的当前住址。

22.

出生地：人物出生所在地。

23.

享年：过世的人的寿命。

24.

葬于：人物所葬的地方。

25.

文化程度：人物的文化程度，一般指受教育水平，如“高中”、
“本科”等。

26.

毕业院校：人物的毕业院校。

27.

工作单位：人物的工作单位。

28.

职业：人物所从事的职业。

29.

职务（官职）
：人物所任的职务或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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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是否公开：是否公开人物，填“是”或“否”
。

31.

简介：关于人物最基本的介绍。

32.

祖籍：人物的祖籍地。

33.

出生地：人物的出生地。

34.

民族：人物所属的民族。

35.

所属姓氏：用户所属的姓氏。

36.

谥号：该人物死后被授予的称号。

其他属性描述：其他相关属性，描述中如果出现英文逗号“,”请转为中文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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