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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用户可以通过 CDMNext 插件刷新 CDMNext 或 CDM 应用程序中的链接，来进行数据刷新。 

CDMNext 插件包含一个用于 Microsoft Excel 的插件，以及两个可用于 Microsoft Word 和 PowerPoint 的可

选插件。 

下图是 Microsoft Excel 文件中插件图标的所在位置。  

 

 

下图是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可选插件图标的所在位置。 

 

 

下图是 PowerPoint 文件中可选插件图标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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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 CDMNEXT 插件 
 

2.1 登录                  

用户需要使用先前下载的数据文件或可视化图表文件来登录 CDMNext 插件。如果先前未曾下载相关文

件，用户可在 CDMNext 平台执行新的“复制到剪贴板”或“下载到 Excel”操作。下方是数据下载文件以

及可视化图表文件的截图。  

  

 

登录方式 

1. 在 Excel 文件中，点击刷新或下载编辑，CDMNext 插件会运

行登录对话框。 

2. 输入用户 ID 和密码进行登录，点击“登录”（Login）或回

车键继续。 

3. 如果希望下次自动登录，请勾选“记住我的用户名和密

码”。 

4. 用户登录后，才可使用“检查更新”和“登出”选项。 

  



 

6 

用户登录任意一个可用的 CDMNext 插件(Microsoft Excel/Word/ PowerPoint)后，即可解锁所有已安装的其

他 CDMNext 插件。 

用户登出任意一个可用的 CDMNext 插件(Microsoft Excel/Word/ PowerPoint)后，即同步退出所有已安装的

其他 CDMNext 插件。 

登录遇到问题时，CDMNext 插件会弹出错误提示，用户可以借此返回登录对话框，修改信息并重新登录。 

重置密码 

如果忘记密码，用户可以点击“重置密码”，输入注册

邮箱重置密码。 

注：如果用户无法提供与用户名关连的邮箱地址，系统

将会示用户联系客服，获取帮助。  

 

修改密码 

用户可在此输入邮箱及当前密码，并设定新密码。 

注：我们强烈建议用户每隔三个月更改一次密码，以增强

账户安全。用户将会在密码过期 7 天前收到提醒，7 天后

用户需要先行更改密码才能再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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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操作环境             

CDMNext 插件 4.0 版本目前支持以下操作环境： 

• 在安装插件前，Windows 7 需要先安装.NET 4.6.1 或更高版本。.NET 4.6.1 已捆绑在 Windows 

10/11 版本中，无需额外安装。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9981  

• Microsoft VC++ Redistributable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70 

所有必需的安装包都已内置于 CDMNext 插件的安装程序中。 

 

CDMNext 插件能在以下操作系统和 Microsoft Office 版本下运行: 

操作系统版本 Microsoft Office 2007 Microsoft Office 2010, 2013, 2016, 2019, 2021, 365 

Windows 7 SP1 
  

Windows 7 (64-bit) SP1 
   

Windows 10 
  

Windows 10 (64-bit) 
   

Windows 11 
   

 

- 32/64 bit 图标表示 CDMNext 插件的版本。 

- Windows 11 只有 64 位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9981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cpp/windows/latest-supported-vc-redist?view=msvc-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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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DMNEXT EXCEL 插件功能特性  
 

3.1 数列刷新              

用户下载 CDMNext 插件后，可以快速方便地刷新数列。我们在 Excel 工具栏中设有若干刷新按钮。 

本功能将根据用户下载数据的初始设置刷新数据。如需更改初始设置，请点击“编辑数据链接”按钮。 

刷新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自动更新从 CDM 或 CDMNext 平台上下载的

数据。 

CDMNext Excel 下载选项包括下载数据、图表、数据+图表、地图以

及完整的数据模板。CDMNext 插件可以刷新所有数列。 

 

刷新所需时长基于 Excel 工作簿中选中的数列数量。 

用户必须登录 CDMNext 插件刷新链接，否则 Excel 工作簿打开后数据不会自动刷新，系统将提示用户运

行 CDMNext 插件。 

用户可选择刷新范围：刷新特定数据链接或 Excel 工作簿中包含的所有链接。 

 

自动刷新 

自动刷新是一个开关，按钮选中（开启）时，意味着用户在每次打开工作簿时，将令 CDMNext

插件自动更新文件数据。按钮未选中时，自动刷新关闭。用户可通过手动刷新按钮来刷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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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全部 

该功能将自动刷新活动文档中的所有数据，用户无需选中任何数据链接。 

 

 

刷新工作簿 

该功能将自动刷新活动工作簿中的所有数据，用户无需选中任何数据链接。 

 

 

刷新下载数据 

用户需要选中数据链接进行刷新。该功能支持同时刷新活动工作表中的一条或多条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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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编辑数据链接             

用户可以使用“编辑数据链接”按钮更改下载设置，包括插入、删除、和/或重新给数列排

序、在 Excel 中插入函数和分隔符。“编辑数据链接”窗口分为属性和数列管理两个部分。

用户可以通过箭头按钮收起和打开属性页面，调整两部分的视图大小。 

用户需选中链接并在工具栏中点击“编辑数据链接”。一次只能选择一条链接进行编辑。 

 

从 4.0 版本开始，CDMNext 数据模板与 Excel 插件中的数据能实现双向同步。当任一者更新时，另一者将

随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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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将数据/数据模板从 CDMNext 下载到 Excel，也可以将包含 CEIC 数据/可视化图表的 Excel 文件上

传到 CDMNext。双向链接将自动生成。在“保持更新”选项开启时，对 CDMNext 或 Excel 文件进行任何

更新，另一者都将同步更新。 

若要将包含 CEIC 数据的 Excel 文件上传到 CDMNext，用户可以在“编辑数据链接”窗口中单击“上传到

CDMNext”。 

 

 

在“编辑数据链接”中，有下列两种模式： 

1. 保护模式——当手动开启该选项时，文件以受保护模式运行和保存。在此模式下不会自动刷新数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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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更新——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开启。开启后，用户能在工作文件中添加/编辑/删除数列。 

如果 Excel 文件已与 CDMNext 数据模板相关联，用户可以单击“链接到 CDMNext”直接编辑

CDMNext 数据模板。 

在 CDMNext 平台中进行的所有更改（包括数列、函数、可视化图表）也将同步到 Exce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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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测时间”模块下，用户可以选择要下载的时间范围。 

在“数据设置”模块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方向、日期顺序和调整列。 

在“数列”模块下，用户可以对欲下载的数列进行管理。 

- 插入数列：点击“数列管理”下的“插入数列”按钮，将弹出一个名为“插入数列至下载文件”

的对话框。您可以使用搜索栏或“浏览数据库”选项来搜索数列。 

- 插入分隔符：在 Excel 中添加空白列或行。在数列列表框中，选择要添加行或列的位置并单击

“插入分隔符”。 

- 插入函数：在下载的数列中插入 CDMNext 插件函数。用户可在数列列表框内选中目标数列，单击

“插入函数”。CDMNext 插件函数窗口将提示数列可应用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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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要从下载中删除某数列，请在数列列表框中选中该数列，然后单击“删除”。 

- 向上移动/向下移动：重新排列 Excel 中的数列显示，选择一数列并单击上移或下移。 

- 移动至顶部/底部：选择一个数列，将其移动至数列列表的顶部或底部。底部的数列行标有*，而

非数字。 

- 管理建议：选择此菜单，管理“建议”栏中针对部分非活跃数列提供的可用建议。用户可插入单

个或全部建议数列，也可以替换或删除非活跃数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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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Next 关注列表：用户可以将现有链接中的所有数列或部分选中数列上传到 CDMNext 关注列表，以便

实时关注数据更新动态。重合数列不能重复添加至 CDMNext 关注列表。 

 

 

 

3.3 插入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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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下载文件”功能是指通过数列 ID、数列代码或 CEIC 助记符下载一个或多个数列。在

Excel 中下载的数列将创建一个新的下载对象链接。 

点击 Excel 工具栏的刷新按钮，可刷新已下载数列。 

在 Excel 单元格内输入某数列 ID 或数列代码，并点击“插入下载文件”选项，即可完成下载。请选择恰

当的单元格区域，方便将多个数列插入到新下载对象中。 

 

 

 

 

 

 
 
 

为了方便用户在 Excel 插件内搜索和浏览数据，我们基于 CDMNext 搜索界面，引入了高级搜索功能。高

级搜索模式是 Excel 插件搜索的默认模式。搜索体验和搜索结果相关性与 CDMNext 平台的搜索功能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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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函数            

函数菜单支持用户进行快速计算。 

用户可以选择符合之前下载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数列，并

单击函 数选项，即可应用数学函数。 

此外，如需访问函数编辑器的完整视图，只需单击： 

 

3.5 用邮件发送           

 

点击“用邮件发送”按钮，Excel 文件将自动添加为 Outlook 邮件附件，方便与同事分享。 

 

 

3.6 只读                 

 只读按钮是一个开关。 

开启只读按钮时，链接不可以通过“编辑下载文件”进行修改。其他用户不能插入新的链接，

但仍然可以刷新链接、工作表和工作簿。只有将文件设置为只读的用户才能在此更改权限。 

当其他用户尝试操作“编辑下载文件”时，系统将会弹出警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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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帮助与支持                  

用户可以从 CDMNext 插件的工具栏访问帮助与支持菜单。菜单包括以下功

能： 

-帮助 

-知识库 

-恢复链接 

 

用户指南：您可以在《用户指南》中详细查看 CDMNext 插件的功能。 

软件下载：该选项链接至我们的在线下载页面，单击“下载”选项卡，输

入用户名和密码后，请选择您的 Microsoft Windows 和 Office 版本，然后单

击“继续下载”。 

发送邮件：点击此选项给我们的客服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您的问题、意见

以及工作日志。系统将会打开默认的电邮软件，例如 Outlook。 

 

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全球各地的当地客服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 

 

 

 

 

 

 

 

 

联系我们：您可以通过该网址，与我们全球各国办事处的销售和客服取得联系。 

https://www.ceicdata.com/en/contact-us 

https://www.ceicdata.com/en/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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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 

知识库收录海量文章，对于平台、功能和数据信息的疑问，您可以在此寻求解答。 

恢复链接 

用户可以恢复损坏或丢失的链接。 

用户可以选择符合先前下载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数列，并单击“恢复”选项，即可应用“恢复链接”功

能。 

此功能只能一次恢复一个链接，并将弹出警告提示，提醒用户一旦使用“恢复”功能，现有的应用函

数、自定义设置或未订阅的数列将丢失。 

 

 

 

3.8 选项                 

 

用户可以通过该按钮，更改用户设置和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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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连接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本产品，我们建议您在登

录 CDMNext 插件前检查连接设置并按照系统

要求进行更改。一旦完成设置后，CDMNext

将在以后每次登录时，使用您定义的设置。

用户无需登录，即可进行此设置。 

输入网络服务 URL – 默认设置（通常无需更

改） 

使用代理服务器设置 – 使用直接连接（通常未勾选）。勾选此设置后，系统将使用代理服务器连接。请

在四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代理服务器设置。如果没有勾选任何一项，CDMNext 插件将会自动侦测运行

方式。 

如果用户在登录之后更改连接设置，变更将会在下一次登录时生效。 

 

选项/一般设置 

用户可以在一般设置中自定义界面语言，可用语言包括英语、简体中文、韩语、日语、印尼语和俄语。  

用户可以在快捷方式栏禁用 Excel, PowerPoint 和 Word 应用程序中的快捷方式。  

在其他标签栏下，用户可以关闭 Excel 插件中的粘贴操作，以提高常用操作的性能。在关闭粘贴操作后，

用户如需粘贴 CDMNext 数据，可以直接在 CDMNext Excel 工具栏中单击“粘贴 CDMNext 数据”选项。   

在管理模式标签栏下，用户可以设置默认的管理模式。系统默认为 CDMNext Excel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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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登录选项 

 

用户和密码包含用户登录 CDMNext 插件时输入的信息。 

记住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 如果需要系统记住登录信息，请勾选此项。 

每次登录时都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勾选后，每次登录时系统都会显示登录提示。此为默认设置，用

户可切换至“自动登录”。 

自动登录 – 勾选后，下一次登录时 CDMNext 插件将不再显示登录提示。 

 

选项/ 重置 

此选项的使用频率不高，只在我们的客服帮

您解决 CDMNext 插件问题时才会引导您使

用。弹出框会提醒您进行此操作所带来的影

响： 

清除缓存 – 可强制清除 CDMNext 插件的本地缓存。默认设置下，CDMNext 插件会自动缓存本地数据信

息，以便在每次启动时无需重新加载。清除缓存将增加下一次登录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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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常规设置 – 恢复所有设置为默认值，用户需重新定义设置偏好。 

 

3.9 检查更新                   

 

检查更新：用于检查 CDMNext 插件版本更新。 

系统现已支持 CDMNext 插件自动更新。同时，用户也可以选择手动更新。 

自动更新或手动更新选项均能同时更新所有 CDMNext 插件，包括 Excel, Word 和 Power Point 插件。 

自动更新（默认设置）- 如有可用的更新，CDMNext 插件将会自动安装补丁。 

1. 登录 CDMNext 插件 

2. 如果有可用的更新，系统将会自动下载补丁并弹出提示通知。 

3. 自动下载完成后，点击“是”立即安装更新，点击“否”稍后安装更新。 

4.    是，结束 Microsoft Excel 操作以安装更新。 

5.   使用补丁完成更新。 

6.   更新后，Excel 将自动重启。 

 

手动更新 - 点击选项 > 登录选项 > 更新设置 > 手动更新，

切换设置至手动更新。 

1. 登录 CDMNext 插件。 

2. 点击帮助 > 检查更新。 

3. 系统将会弹出窗口，显示 CDMNext 插件正在检查更

新。 

 



 

25 

弹出窗口会显示可供安装的更新。如果没有更新，窗口则会显示“CDMNext 已经是最新版

本”。 

  

 

关于 CDMNext 插件：查看现有 CDMNext 插件产品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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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CDMNext                                           

  

用户可通过该选项直接访问 CDMNext 平台。 

 

 

 

3.11 登出                   

 

用户成功登录后才能使用登出按钮，终止对话。 

出于安全考虑，请在完成工作后记得登出。 

 

 

点击登出后，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确认

退出 CDMNext 插件。 

如果不想再看到该提示，请勾选“不要

再询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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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快捷键列表                   

CDMNext 插件中可以应用以下快捷键： 

指令 快捷键 

开启自动刷新 Ctrl+Alt+K 

关闭自动刷新 Ctrl+Alt+T 

刷新全部 Ctrl+Shift+G 

刷新表  Ctrl+Shift+J 

刷新链接  Ctrl+Shift+B 

编辑下载文件  Ctrl+Shift+I 

插入下载文件 Ctrl+Alt+F 

货币换算至美元   Ctrl+Alt+X 

货币换算至人民币   Ctrl+Shift+Alt+B   

货币换算至英镑   Ctrl+Alt+M 

货币换算至欧元  Ctrl+Alt+S  

货币换算至日元 Ctrl+Alt+G   

同比   Ctrl+Alt+A 

同比率  Ctrl+Alt+D  

环比 Ctrl+Alt+E 

环比率  Ctrl+Alt+N 

年度总和 Ctrl+Alt+J 

年度平均 Ctrl+Alt+L 

季度总和 Ctrl+Alt+Q 

季度平均 Ctrl+Alt+W 

月度总和 Ctrl+Alt+I 

月度平均 Ctrl+Alt+O 

年初至今累计 Ctrl+Shift+Alt+Y 

季初至今累计 Ctrl+Shift+Alt+Q 

所有函数 Ctrl+Alt+P 

开启只读 Ctrl+Alt+Z 

关闭只读 Ctrl+Alt+Y 

知识库 Ctrl+Alt+B 

选项 Ctrl+Shift+V 

帮助/ 用户手册 Ctrl+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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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检查更新 Ctrl+Alt+U 

跳转至 CDMNext 平台 Ctrl+Alt+C 

登出 Ctrl+Shift+Q 

 

4 CDMNEXT WORD 和 POWERPOINT 插件功能特性   
 

4.1 数列刷新               

用户下载 CDMNext 插件后，可以快速方便地刷新数列。我们在 Excel 工具栏中设有若干刷新按钮。 

刷新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自动更新从 CDMNext 平台上下载的数据。 

本功能将根据用户下载数据的初始设置刷新数据。 

CDMNext Excel 下载选项包括下载数据、图表、数据+图表、地图以及

完整的数据模板。CDMNext 插件可以刷新所有数列。 

 

 

 

刷新所需时长基于 Excel 工作簿中选中的数列数量。 

用户必须登录 CDMNext 插件刷新链接，否则 Word 及 PowerPoint 文件打开后数据不会自动刷新，系统将

提示用户运行 CDMNext 插件。 

用户可选择以下刷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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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刷新 

自动刷新是一个开关，按钮选中（开启）时，意味着用户在每次打开工作簿时，将令 CDMNext 插

件自动更新文件数据。按钮未选中时，自动刷新关闭，用户可通过手动刷新按钮来刷新数据。 

按钮选中时，自动刷新开启。 

  

 

刷新全部 

该功能将自动刷新活动文档中的所有数据，用户无需选中任何数据链接。 

 

刷新下载 

用户需要选中数据链接进行刷新。该功能支持同时刷新活动文档中的一条或多条数列。 

 

刷新幻灯片 

PowerPoint 插件中的该功能将支持刷新活动幻灯片中的所有数据，用户无需选择任何数据链

接。 

 

4.2 帮助与支持                   

用户可以从 CDMNext 插件的工具栏访问帮助与支持菜单。菜单包括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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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您可以通过该网址，与我们全球各国办事处的销售和客服取得联系： 

https://www.ceicdata.com/en/contact-us 

发送邮件 

点击此选项给我们的客服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您的问题、意见以及工作日志。系统将会打开默认的电邮

软件，例如 Outlook。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全球各地的当地客服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 

 

 

 

 

 

 

 

 

知识库 

知识库收录海量文章，对于平台、功能和数据信息的疑问，您可以在此寻求解答。 

 

4.3 选项                   

 

用户可以通过该按钮，更改用户设置和连接设置。 

 

选项/连接 

https://www.ceicdata.com/en/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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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首次使用本产品，我们建议您在登录 CDMNext 插件前检查连接设置并按照系统要求进行更改。

一旦完成设置后，CDMNext 将在以后每次登录时，使用您定义的设置。用户无需登录，即可进行此设置。 

 

 

 

输入网络服务 URL – 默认设置（通常无需更改） 

使用代理服务器设置 – 使用直接连接（通常未勾选）。勾选此设置后，系统将使用代理服务器连接。请

在四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代理服务器设置。如果没有勾选任何一项，CDMNext 插件将会自动侦测运行

方式。 

如果用户在登录之后更改连接设置，变更将会在下一次登录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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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登录选项 

 

用户和密码包含用户登录 CDMNext 插件时输入的信息。 

记住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 如果需要系统记住登录信息，请勾选此项。 

每次登录时都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勾选后，每次登录时系统都会显示登录提示。此为默认设置，用

户可切换至“自动登录”。 

自动登录 – 勾选后，下一次登录时 CDMNext 插件将不再显示登录提示。 

 

选项/ 重置 

此选项的使用频率不高，只在我们的客服帮

您解决 CDMNext 插件问题时才会引导您使

用。弹出框会提醒您进行此操作所带来的影

响： 

清除缓存 – 可强制清除 CDMNext 插件的本地缓存。默认设置下，CDMNext 插件会自动缓存本地数据信

息，以便在每次启动时无需重新加载。清除缓存将增加下一次登录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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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常规设置 – 恢复所有设置为默认值，用户需重新定义设置偏好。 

 

4.4 帮助与支持                 

用户可以使用帮助按钮检查 CDMNext 插件更新并查看已安装插件版本信息。 

 

用户指南：您可以在《用户指南》中详细查看 CDMNext 插件的功能。 

软件下载：该选项链接至我们的在线下载页面，单击“下载”选项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请选择您

的 Microsoft Windows 和 Office 版本，然后单击“继续下载”。 

 

 

 

关于 CDMNext 插件：查看现有 CDMNext 插件产品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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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DMNext                                           

  

用户可通过该选项直接访问 CDMNext 平台。 

 

4.6 登出             

 

用户成功登录后才能使用登出按钮，终止对话。 

出于安全考虑，请在完成工作后记得登出。 

 

点击登出后，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确认

退出 CDMNext 插件。 

如果不想再看到该提示，请勾选“不要

再询问我”。 

 

 

  



 

36 

4.7   快捷键列表             

CDMNext Word 插件中可以应用以下快捷键： 

指令 快捷键 

开启自动刷新 Ctrl+Alt+K 

关闭自动刷新 Ctrl+Shift+Alt+T 

刷新全部 Ctrl+Shift+Alt+G 

刷新下载 Ctrl+Shift+Alt+N 

知识库 Ctrl+Alt+B 

选项 Ctrl+Shift+Alt+V 

帮助/ 用户手册 Ctrl+Shift+Alt+H 

帮助/ 检查更新 Ctrl+Alt+U 

跳转至 CDMNext 平台 Ctrl+Shift+Alt+C 

登出 Ctrl+Shift+Alt+W 

 

CDMNext PowerPoint 插件中可以应用以下快捷键： 

指令 快捷键 

开启自动刷新 Ctrl+Alt+K 

关闭自动刷新 Ctrl+Alt+T 

刷新全部 Ctrl+Shift+G 

刷新幻灯片  Ctrl+Shift+J   

刷新下载  Ctrl+Shift+B 

知识库 Ctrl+Alt+B 

选项 Ctrl+Shift+V 

帮助/ 用户手册 Ctrl+Alt+H 

帮助/ 检查更新 Ctrl+Alt+U 

跳转至 CDMNext 平台 Ctrl+Alt+C 

登出 Ctrl+Shif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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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 CDMNEXT 插件 

 

用户可以在 CDMNext 插件的帮助菜单下查看软件版本信息和其他应用程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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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 CEIC 及 CEIC 数据库产品 

 

欲了解更多关于CEIC的信息，欢迎访问： 

https://www.ceicdata.com 

欲了解更多关于CEIC数据库的信息，欢迎访问： 

https://www.ceicdata.com/en/products 

https://www.ceicdata.com/
https://www.ceicdata.com/en/produ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