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优点

• 加快创新产品与服务的上市速度并

改善业务运营

• 在处理日益增长的数据量和复杂性

的同时降低大数据管理成本

• 通过在项目中加强采用 Hadoop，
凸显性能和成本优势

• 通过对公认的数据集成软件的投

资，使新兴技术的复杂性降低并保

护敏感数据，将其风险降至最低

将内存数据转化为收益利润
随着业务发展的步伐加快，企业在实现业务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有机会实现

数据体系架构的现代化和优化，使数据成为推动企业决策的战略资产。

企业使用数据挖掘独特的见解，以便提高盈利能力、发现机会、加速产品和服务交付并提供卓越的

客户体验，从而赢得差异化优势并发展业务。与此同时，数据还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并缓解欺诈、

犯罪、系统停机或安全漏洞风险。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提供业界首款旨在大规模导入、处理、清洁、治理和保护大数据

的最全面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Informatica 解决方案将大数据集成、大数据质量和治理及大数据安

全整合至单一集成解决方案中。

动态和优化的大数据集成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可实现大量数据导入和大规模数据集成处理，使业务分析师能

够使用新一代分析工具制定更加明智的决策。数百个预建的高性能连接器、数据集成转换和解析

器，几乎可将任何类型的数据快速导入大数据平台（如 Hadoop、NoSQL 和 MPP 设备）并进行处

理。动态映射和参数化则有助于实现数据集成流程的编程自动化。

通过使用少量模板基于设计模式在运行时自动生成整个类别的数据流，可以大大改进生产率和易

维护性。动态模式支持有助于处理灵活的数据格式。优化的引擎可为大规模的数据集成提供最大

的性能和资源利用率。例如，Informatica 通过 YARN 结合使用 MapReduce 与新的 Informatica 

Blaze 引擎优化大数据工作负荷。

端到端的大数据治理和质量

端到端的大数据治理和质量意味着业务用户和 IT 用户可以信任使用的数据。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提供了直观的非技术用户体验，使数据科学家、分析师和业务部门能够有效开

展协作。数据探查和发现（包括业务规则探查）可突出数据质量问题和异常情况，同时可以轻松

地创建监控规则和警报以跟踪和标记质量问题。

数据质量规则和地址验证服务可部署在 Hadoop 上，以便大规模清洗和准备数据，使其发挥效

用。通用元数据目录和知识图 Live Data Map 使您能够搜索、发现和了解企业数据，从而利用 

Spark 实现大规模的快速知识图创建。Hadoop 之外的端到端数据沿袭支持合规性，可实现有效的

数据质量根本原因和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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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险为中心的大数据安全

以风险为中心的大数据安全会分析所有数据，以便快速检测风险和关键漏洞并实施相应措施。这

需要对危险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和基于策略的保护，从而做到全方位了解敏感数据。稍后，大数据

安全应对由企业策略和行业规范所控制的信息实施匿名化。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将

非侵入式持久数据脱敏功能作为一个选项提供，旨在保护 Hadoop 开发和生产环境中的敏感数

据，帮助最大程度地降低安全漏洞风险。

“以客户为中心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Western Union 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利用数据分析

的强大功能识别趋势，帮助我们打造业务并增强客户体验，推动业务向前发展。我们期待继续

与 Informatica 携手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业务和客户群的真正潜能。”

——Western Union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Sanjay Saraf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使用可视化开发环境提供预建转换并提高重复使用率，与手动

编码相比，可将工作效率提高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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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Hadoop 上的数据集成 (ETL)

此解决方案提供内容丰富的预建数据集成转换功能库。该库在 Hadoop 上运行，使您能够处理各

种类型、各种规模（从 TB 字节到 PB 字节）的数据。借助可视化开发环境将工作效率提高到手动

编码的五倍之多，您的 IT 团队可在 Hadoop 上快速开发数据流。

动态模式和映射模板

有了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您可通过使用映射模板的方式，仅需根据少量设计模式即

可生成数百个运行数据流。这些映射可以轻松实现参数化，有效处理 Web 和计算机日志文件等大

数据项目常见的动态模式。这意味着您可以快速构建易于维护且能够灵活应对多变模式的数据流。

Hadoop 上的数据探查

运用 Informatica 开发工具和基于浏览器的分析工具，可在 Hadoop 上探查数据。使开发人员、分

析师和数据专家能够轻松地了解数据、尽早识别数据质量问题、协同制定数据流规范并验证映射转

换和规则逻辑。

Hadoop 上的数据质量

在 Hadoop 上清洗、匹配和标准化任意类型和任何数量的数据，提供权威可信的数据。使用广泛的

预建数据质量规则组或使用可视化开发环境自行创建该组执行地址验证，对全球地址数据进行解

析、清洗、标准化和扩充。

Hadoop 上的复杂数据解析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可简化对 Web 日志、JSON、XML 和机器设备数据等复杂、

多结构化、非结构化及行业标准数据的访问和解析。此外，还可提供用于市场数据和 SWIFT、

ACORD、HL7、HIPAA 和 EDI 等行业标准数据的预建解析器。

通用元数据目录

现在，数据科学家和分析师可以借助通用元数据目录和知识图 Live Data Map 获取全方位的数据视

图，搜索、发现和了解企业数据。Live Data Map 利用 Spark 实现大规模的快速知识图创建。

端到端的数据沿袭

为了确保信任与合规性，数据分析师和业务用户可以查看完整的端到端数据沿袭。这种可视化数

据沿袭包括从目标应用系统一直到原始源系统之间的所有数据移动和转换的详细历史记录（在 

Hadoop 和传统系统中）。通过使用与数据对象及其对应数据沿袭相关的常用业务词汇表，可增强

业务/IT 协作和搜索。

Hadoop 上的持久数据脱敏

“持久数据脱敏”选项可通过降低敏感性和匿名化敏感数据来增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易混淆数

据可保留上下文，而参考完整性则可保留一致性，因此脱敏数据可用于测试、分析或支持环境。

统一数据访问

您的 IT 团队可访问所有类型的大交易数据，其中包括 RDBMS、OLTP、OLAP、ERP、CRM、大型

机、云等等。您还可以访问社交媒体数据、日志文件、机器传感器数据、Hadoop、NoSQL 格式、

文档、电子邮件以及其他非结构化或多结构化数据类型和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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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数据导入和提取

您可以在源系统和目标系统之间，或直接在 Hadoop、NoSQL 数据存储或数据仓库内访问、加

载、转换和提取大数据。通过本地 API 与源系统和目标系统的高性能接连，利用并行处理功能高

速地导入和提取数据。

Hadoop 上的数据探查

自动发现 Hadoop 上的数据域和关系。例如，发现与客户和产品相关的数据集、社会保险号和信

用卡号等敏感数据，使您能够屏蔽数据以确保合规性。

基于 Hadoop 的自然语言处理

通过使用关键词或词组列表，您可以通过文本解析和命名实体识别功能轻松从非结构化数据（如

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数据、保险索赔、服务记录和文档）中提取和分类出与您客户和产品相关的

实体。利用对客户行为的深入了解或竞争性定价等产品信息丰富主数据。

一次设计，较快部署

Hadoop 生态系统随着开放源码界不断涌现的创新技术而快速变化。Big Data Management 以开源 

Hadoop 框架为基础构建，并将所有转换逻辑保留在数据管道中。这意味着开发人员能够进行一步

到位的设计，无需具备任何 Hadoop 概念和语言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可轻松部署数据管道，而不

必在 Hadoop 每次发生变化时重新构建。因此，您可以更快速地实现 Hadoop 创新技术，并减少

对生产系统造成的影响和风险。

比较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的不同版本，选择最适合您的版本。

企业 高级版

与数据库、Hadoop、社交媒体和应用系统的连接 ● ●

高速数据导入 ● ●

Hadoop 上的数据集成 ● ●

数据库下推优化 ● ●

Hadoop 上的数据探查和数据域发现 ● ●

复杂数据解析 ● ●

文本解析——命名实体识别器 (NER) ● ●

动态模式和映射模板 ● ●

通用元数据目录 ● ●

端对端的数据血缘 ● ●

Hadoop 上的数据质量 ●

基于Hadoop 的地址验证转换 ●

业务术语表 仅限于大数据环境

100 位Informatica Data Analyst 指定用户 ● ●

支持（仅限订阅许可证） 8 x 5 24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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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 LG 
双子座大厦西塔 EF 层 06 室 

邮编：100022 
电话：86-10-5675 2000 
传真：86-10-5675 2030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5 号珠江城 
大厦 21 楼

邮编：510623 
电话：86-20-2830 6860 
传真：86-20-2801 7222

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  
2 座 41 楼 10 及 11 室

邮编：200030 
电话：86-21-5456 3888

主要优势
加快创新产品与服务的上市速度

利用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您的数据科学家和分析师能够专注于深入了解新数据（而

不是数据集成），贵公司则可利用这些数据洞察力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该软件提供了数据集成开

发环境，可用于导入现有的 PowerCenter® 映射并重复使用 Informatica 资源技能。同时，它还提供

了易于使用的可视化开发环境和可重复使用的开发流程范式。该软件将数据集成和数据质量扩展至

社交媒体数据、Web 日志、传感器设备数据、文档、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多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

而无需任何手动编码。因此，此解决方案可显著提高 IT 团队的工作效率并加速部署。

降低大数据项目的成本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可降低大数据成本。您既可以从数据仓库和源系统中卸载数

据，也可以将数据切换至成本更低的硬件中处理。通过摒弃手动编码，改用久经验证的高效数据

集成工具，您可以将工作效率提高多达 5 倍。您仅需构建一次，即可多次部署。这样可以同时借

助现有数据平台和 Hadoop 等不断改进的技术优化数据处理利用率，从而降低成本。

在整个企业内普及 Hadoop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支持在多个项目中更广泛地采用 Hadoop。您无需使用 Java 

MapReduce、Python 或脚本语言手动编码，即可获得 Hadoop 在性能和成本上的竞争优势。您可

以随时拥有 100,000 多名训练有素的 Informatica 开发人员处理大数据项目。此解决方案更易于管

理，可为多个大数据项目提供支持。这可确保最佳的端到端性能，并通过端到端的数据沿袭确保

信任，同时确保安全性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加速部署。

最大限度地降低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与 Hadoop 等最新技术相关的风险。您

的 IT 部门仅需一次投资，既可同时利用新兴技术和传统数据基础设施。此解决方案既可最大

程度地减少对动态模式的影响，又可最大程度地减少与保护敏感数据能力相关的风险。它为所

有各种类型的数据提供了单一、一致的数据集成方法。随着 Hadoop 等更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Informatica Big Data Management 可以确保您轻松采用创新技术，而无需重新构建映射和数据流。

关于 Informatica

Informatica 是领先的独立软件提供

商，专注于为未来数据提供创新型

革新技术。Informatica 帮助世界各

地的企业发挥其信息潜能，从而赢

得竞争优势。全球众多知名企业依

赖 Informatica 平台，使用及管理

其在企业内部、云中和网络（包括

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