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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目录对企业

范围内的所有类型的数据进行自

动编目及分类

利用智能管理功能识别域和实体

利用经过治理的众包式注释功能

对数据资产进行完善

借助类似谷歌的、强大的语义搜

索功能发现数据资产

利用数据分析、质量统计、360 度

关系视图和沿袭功能，发现并理

解你的数据资产

获得你的数据环境的完整图景

提供开放的应用程序接口（API），

可以集成到你的环境中，并可以

在任何地方展现智能元数据。

优势

数据是经济的命脉，数据驱动的公司能够将其数据资产转化为收入和利润。任何由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计

划的第一步都是将你的数据作为一种企业资产管理起来：编制数据清单、评估数据价值，并进行最大化利

用——与对其他重要资本和运营投资的处理方式相同。

数据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部门、应用、数据仓库（有些是内部部署的，也有些在云端），因此，

要正确了解你拥有哪些数据及其位置是一项挑战。在大数据的世界，这种情况变得尤为复杂。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目录，它提供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发现引擎，可以对企业范

围的数据资产进行扫描和编目——支持任何地点的云、内部部署和大数据环境。企业数据目录的智能是由

CLAIRE™引擎提供的，基于对元数据的利用提供相关智能，包括智能化推荐和建议、数据管理作业自动化。它

使 IT 用户的生产效率更高，并使业务用户在数据的管理和使用方面成为全面的合作伙伴。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为业务和 IT 用户提供了强大的语义搜索和动态分面功能，以对搜索结果、数据沿

袭、分析统计数据、360 度关系视图、数据相似度推荐以及集成的业务术语表进行过滤。你很快就可以方便、有

效地管理企业数据资产，在公司范围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业务用户可以快速发现数据，并方便地对业务术

语、定义、参考数据和其他数据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是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目录，它提供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发现引擎，可

以对企业范围内的数据资产进行扫描和编目——支持任何地点的云、内部部署和大数据环境。

利用智能数据目录释放数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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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数据应用程序接口集成到你的环境

企业数据目录包含基于表现层状态转移（REST）的应用程序接口，你可以将它集成到你的环境中，并在任何地

方使用目录内容。机构可以和业务用户分享任何智能元数据——应用、商业智能报表和仪表盘。

为 Tableau 设计的插件保证了数据的可治理性和可信性

Informatica 专为 Tableau 设计的企业数据目录针对经过治理的数据提供灵活的自助分析功能。它使 Tableau

用户在创建和交付可视化数据时可以访问企业数据目录的完整资源。作为 Tableau 报表使用者的业务用户可

以获得完整的关于业务和技术语境的并行视图，包括 Tableau 中的工作表、仪表盘或数据源。

支持智能分面的语义搜索

使用支持智能分面的语义搜索功能，为你的分析工作找到和发现最有关联性的数据集。支持符记匹配的先进

的关键字搜索功能，可以在目录中找到最具有关联性的数据资产。语义搜索甚至适用于推测出的数据域，因

此，所有数据资产均能被发现。基于搜索结果的智能分面功能允许用户将搜索结果转到感兴趣的数据集上来。

数据沿袭和影响分析

通过汇总的沿袭关系视图支持交互式的数据来源跟踪，视图的界面友好，便于业务人员使用，视图对端点进行

突出展示，而不对两个端点的所有复杂细节进行展示。通过下钻式的沿袭关系视图，可对任何沿袭路径进行扩

展展示，展示列和沿袭关系图的相关指标。用户可对上游及下游的数据资产进行详细的影响分析。

360 度关系发现

通过知识图方式可以获取数据的 360 度视图，这使你可以快速搜索、发现并理解企业数据以及有意义的数据

关系。自动发现相关联的数据集技术、业务、语义以及基于使用情况的关系。360 度的数据视图会展示出相关

联的数据集、表、视图、数据域、报表及用户，这有助于逐步发现其他令人感兴趣的数据。

通过智能域和实体识别功能进行自动分类

对于所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资产，支持在字段、列和表一级自动对域和实体进行自动分类及识别，例

如：客户、产品、订单等。对于公司的能力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由此可以对其数据资产进行编目、治理和价

值提炼。通过分类数据，可以对搜索结果和业务术语表的建议结果进行更好的搜索和过滤。Informatica 提供

60 个大包的数据域，例如：电子邮件、信用卡号、社会保险号、国家、城市、网址和公司名称。用户也可以添加

自己定制的域。可以使用数据规则（即：数据列与规则中定义的特定逻辑相匹配）或列名规则（即：发现与规

则中定义的列名规则相匹配的列）。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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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数据质量统计分析

通过查看技术元数据和数据分析统计信息，可以在使用数据进行分析之前理解数据资产的质量。分析统计信

息包括数值分布、模式、数据类型及数据域推断结果。

业务术语表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包括一个集成的业务术语表，提供一个集中位置，用于对业务术语、定义、相关参考

数据、相关术语、链接、临时文件和注释的生命周期进行定义和管理。业务术语表允许业务和管理员对包括有

效的人工工作流自动化在内的业务元数据进行协同管理。将带有正确的技术元数据的相关业务术语配合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甚至可以进行术语关联建议。业务术语表资产可以很容易地从 Informatica 业务

术语表和第三方工具中导出。

智能的数据相似度分析

先进的统计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识别出相似的数据和数据子集。这种强大的能力可以帮助用户找到他们所需

的最有关联性和最可信的数据。举例来说，一位对客户流失分析感兴趣的电信业务分析人员可能会去查询包

含当前季度预付费客户活动信息的数据。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会推荐一个更干净的数据版本（替代数

据）、上一个季度包含客户活动信息的数据（联合数据）和一个能够对数据集进行完善的客户详细信息表（联合

数据）。

将元数据应用程序接口集成到你的环境

对于所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资产，支持在字段、列和表一级自动对域和实体进行自动分类及识别，例

如：客户、产品、订单等。对于公司的能力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由此可以对其数据资产进行编目、治理和价

值提炼。通过分类数据，可以对搜索结果和业务术语表的建议结果进行更好的搜索和过滤。Informatica 提供 60

个大包的数据域，例如：电子邮件、信用卡号、社会保险号、国家、城市、网址和公司名称。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

定制的域。可以使用数据规则（即：数据列与规则中定义的特定逻辑相匹配）或列名规则（即：发现与规则中

定义的列名规则相匹配的列）。

通过智能语义搜索和动态分面功能快速发现数据集。



 

统一的元数据连通性

在整个企业范围内，从任何类型的数据源中抽取元数据，例如：数据库、数据仓库、应用、云数据存储、商业智

能工具、Hadoop 和 NoSQL 等。以下是元数据抽取可以支持的数据源的一些实例：

带有业务分类的定制化属性

丰富充实数据集，方式包括众包或专家分类、评论以及其他在适当的安全许可下任何人均可获得的属性。为数

据集分配定制化属性和注释（包括业务术语表中的术语），可以促进业务和 IT 部门间的协同并完善搜索结果。

资源级的安全性

在资源级给予用户和用户组读 / 写权限，允许用户查看或编辑定制化属性进行域管理并关联业务术语表中的

术语。

数据库：Oracle、IBM DB2 LUW、SQL Server、Sybase ASE、Netezza、Teradata、JDBC、MySQL、Amazon 

Redshift、Azure SQL DB、Azure SQL DW

Hadoop：Cloudera Navigator、Hive(Cloudera/HW/ MapR/HDInsights/EMR)、HDFS、Hortonworks Atlas

主机：DB2 z/OS、DB2 i5/OS

商业智能：SAP BusinessObjects、Tableau、Cognos、Microstrategy、OBIEE

文件系统：HDFS、Amazon S3

应用：Salesforce、SAP

• 

• 

• 

• 

• 

• 

PowerCenter  |  DQ  |  MDM

BDM  |  MM  |  BG  |  ILM

Axon  |  Informatica Cloud

MS Excel  |  Adobe PDF 

Flat File

Informatica

Documents

HIVE (Cloudera, Hortonworks, 
MapR, IBM BigInsights, EMR)

HDFS (CVS, XML, JSON)

Cloudera Navigator

Big Data

AWS S3 (CSV/SML/JSON)

AWS Redshift  |  Azure

Blob  |  Azure ADLS

Cloud Platforms

IBM DataStage  |  Microsoft SSIS   

ABInitio  |  SAP BusinessObjects

Other ETL

Oracle  |  DB2  |  DB2 for z/OS

SQL Server  |  Sybase  |  Teradata

Netezza  |  JDBC

Databases

Tableau  |  IBM Cognos

SAP BusinessObjects

Microstrategy  |  OBIEE

Business Intelligence

SAP R/3  |  Salesforce 

Oracle  |  MS Dynamics  |  Workday

Applications

企业级统一的

元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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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中所有类型的数据进行智能编目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可以智能发现企业中很多类型的数据以及数据之间的关系。预建的扫描器从数据

库、数据仓库、应用、云数据存储、商业智能工具、Hadoop、NoSQL 以及其他数据源采集元数据。在一个可扩展

的图形数据库中对所有元数据进行索引和编目，该数据库是为快速更新、智能搜索和快速查询而搭建的。在整

个企业范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创建和增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似的和重复的数据集。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利用先进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发现相似的数据和数据子集，从而帮助用户发现他们所需

的最有关联性和最可信的数据。

主要特点

通过 360 度数据关系视图了解你的数据。

 

大数据规模化部署

企业数据目录是为大数据的规模化部署构建的，可以部署在 Hadoop 集群上。支持并行元数据摄取和高速分布

式索引，可以快速更新目录内容并提供无与伦比的搜索性能。提供具备容错能力的高可用性，支持 24 x 7 实施。

统一管理

从一个统一的管理控制台，对目录资源、元数据抽取计划表、运行的分析作业及其他活动进行管理和监控。作

业控制仪表盘提供了一个用于作业监控和资源查看的小部件（widgets）。电子邮件报警功能帮助管理人员主

动对目录问题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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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formatica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人们的预期：更好的

服务、更快的交付以及更低的成本。

企业必须转型，以保持相关性，并留存住

那些蕴藏着问题答案的数据。作为全世界

企业云数据管理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将时

刻做好准备，帮助你通过智慧手段在任何

行业、产品分类或利基市场取得领先地

位。Informatica 将使你具有远见，帮助你

变得更加灵活，获得新的增长机会以及创

造新的发明。由于我们百分之百将精力关

注于数据的方方面面，我们能够提供成功

所需的全方位能力。

我们邀请你参与探寻 Informatica 所提供

的一切——并释放数据的力量，以此推动

未来的智能化颠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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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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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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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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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支持热线：400 81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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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类似谷歌的、强大的语义搜索功能发现数据资产

在数百个企业系统中试图发现你需要的数据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只有借助构建于全面元数据服务以及可扩

展的基础设施之上的强大的语义搜索功能才有希望找到相关联的数据。Informatica 企业云数据目录提供支持

智能分面的语义搜索功能，可以对搜索结果作进一步提炼。由于 Informatica 独一无二地将业务、技术和运营

元数据关联起来，业务用户可以根据业务术语进行搜索，以发现他们的数据，并在接下来通过浏览 360 度关系

视图找到相关的数据资产。

利用 360 度关系视图和沿袭分析发现和理解你的数据资产

经典理论认为：“你无法管理你不能测量的事物”，把其用到管理数据资产上也是如此。为了获取数据的最大

价值，你需要了解你拥有什么、它来自何处、它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你拥有的数据的可信度级别如何。通过

全面的端到端汇总和详细的沿袭分析、分析统计和 360 度关系视图功能，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能够提供

关于你的数据的清晰图景，从而能够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

通过治理下的众包式注释功能，将业务场景完善到数据资产中

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EDC）通过下到字段 / 列的级别对企业数据资产进行自动分类，最大化地实现了数

据的可复用性和价值。为了进一步增加数据的价值，企业数据目录可以捕捉到谁在使用数据以及出于何种目

的使用数据的场景，同时，提供外包式标记和注释功能。这种“众包式的智慧”有助于完善和管理数据，甚至

使数据能在整个企业范围发挥更大的价值。Informatica 企业数据目录包含一个直观、友好并便于业务人员使

用的业务术语表，它提供一个集中位置，用于设定和管理业务术语、定义、相关参考数据以及其他信息的生命

周期。业务元数据是与技术元数据和运营元数据相互关联的，这样业务分析人员、数据管理员以及其他用户能

够快速发现和理解数据资产并展开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