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ca 云 API 管理器

实现数据、API 和应用程序集成现代化

数据驱动型数字化转型创造出需要不同集成模式的全新用例。API 集成发展迅速，成为一种应用程

序近实时集成模式。借助 Informatica，用户可以开发、发布、管理、监控、否决和使用 API，从

而编排防火墙内外跨越多个云和本地系统的业务流程。不仅 Informatica 可用于开发和使用 API，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IICS) API 管理器 (API Manager) 服务也可提供不同功能来

管理整个 API 生命周期。

轻松构建智能 API
实现 API 民主化

借助 Informatica，Java 精英开发人员以及您的数据和应用程序团队成员都可以开发集成 API。

只需简单点击一下，就可以启用您构建的数据、应用程序和编排 API。这可以颠覆公司的运营方

式，使其不再需要依赖于行事繁忙的顾问和超负荷工作的 IT 团队。简单、可用、高效，让一切成

为可能。

适用于任何数据、模式和延迟的高级数据访问

借助 API，Informatica 可为用户提供广泛的数据访问和操作功能。只需调用 API，便能够以任意速

度、指定延迟实时编排、获取、同步、复制、转换以及迁移驻留在任意位置（云端或本地、防火

墙内外）的任何数据。API 访问会受到控制、限制和监控。简而言之，您可以安全创建管理得当的 

API。

 

AI 驱动型元数据探查

系统通常不会提供数据描述。利用 API 管理器中内置的 AI/机器学习驱动型 CLAIRE™ 引擎，您可

以自动探查并描述各种集成场景中的数据使用情况。无论是处理大批量数据集、公开或调用 API，

还是获取大量数据，如果无法描述数据，您将无法高效使用工具。基于 CLAIRE 的元数据探查可为

您的团队提供所需情报，帮助他们了解并捕获数据价值。

主要优势

• 在零代码环境中采用自动化 API 探
查、数据 API 以及自动生成的接口

定义提高开发效率

• 实现 API 开发民主化，提升业务灵

活性

• 利用精细的调试开发强大的 API

• 借助全面的生命周期管理方案控制 
API

• 通过 Informatica 的 API 网关保护

敏感数据

• 借助 API 管理器查看 API 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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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功能
API 开发和设计

如要开发 API，您必须选择 API 类型、规划 API 功能、设计方法以及实施 XML 或 JSON 等标准响

应格式。您的客户端可以使用并编排作为复合 API 公开的多种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整合 REST、

SOAP、Java、SQL 和存储程序、消息队列和发布/订阅系统，以及多种其他本地和云应用程序及

服务。

API 自检

您定义的 API 属于自描述，并采用 REST Swagger (OpenAPI) 和 SOAP/WSDL 等业内标准。您无需

创建接口文档。系统将自动生成此类文档以供开发人员使用。

API 注册表

您发布的 API 会自动注册到 API 注册表中，如此您可以轻松进行管理，其他人也能方便地进行探

查和访问。您只需点击一次，即可公开这些 API，并开始监控应用程序和合作伙伴的使用情况。

API 网关

借助 API 网关，您可以在机构内以及和合作伙伴一起部署、启用并保护 API。API 网关的功能包括

应用速率限制和 IP 过滤等策略来保护和控制 API 访问情况。此网关支持 REST（XML 和 JSON）

以及 SOAP API。

API 监控

API 监控可以提供全面保护和异常日志记录。API 管理员能够快速识别并分析未经授权的 API 访问

尝试以及策略异常。

分析

您可以获得自动化、可定制的使用报告图形分析、其他分析以及集成 API 趋势报告。

主要优势
使用零编码快速展示 REST 或 SOAP API

开发人员可以在 Informatica 集成设计环境中构建应用程序、数据服务和数据集 API。采用内置向

导时需要零代码，以便显著提高生产率。借助 Informatica 高级应用程序集成服务，您可以编排基

于 API 的系统，并向您的应用程序、团队和合作伙伴公开 API。借助数据同步、复制、转换以及大

量数据获取等功能，增强数据集成。当您准备好公开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 API 时，可使用内置的 

API 网关保护和监控您的 REST 和 SOAP 应用程序及数据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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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可扩展、安全、强大的 API

开发人员希望 API 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和安全性，并且能用于多种应用程序和接口。您可以实施并

调试 API 和集成以进行多种客户端测试，并查看是否能随着用户、交易或应用程序数量激增而扩

展。您还可以利用 Informatica 的内置监控器，评估执行和数据操作的每个步骤。

获取完整可视性和功能来管理整个 API 生命周期

借助 API 管理器，API 管理员和开发人员可以轻松控制并监控 API、公开服务 API 并驱动 API 生命

周期，包括启用、禁用和停用。

防止恶意访问应用程序和数据 API

使用 IP 白名单和黑名单等授权和速率限制策略（包括特定终端的速率限制和 IP 过滤策略）控制和

保护 API 访问。全面的安全异常日志帮助 API 管理员快速识别和分析未经授权的 API 访问尝试以

及策略异常。

利用实时分析

API 管理器的分析仪表板提供了包含 API 使用分析的可视化摘要，例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和使用情

况、调用次数最多的 API 以及最频繁的用户。API 管理员可以根据实时见解采取纠正措施来满足业

务需求，如更改 API 使用限制。

 
API 管理器的分析仪表板可用于查看 API 使用情况、趋势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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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formatica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我们的期望：

我们希望服务更佳、交付更快、

成本更低。企业必须转型方能生

存发展，而数据正是解决之道。

作为全球企业云数据管理领导

者，Informatica 已经准备好帮

助企业智能地在所在行业、所属

领域及市场商机方面实现领先。

Informat ica 与您分享真知灼

见，助您提高灵活性，捕捉新的

发展机遇，甚至发明全新事物。

我们 100% 专注于数据，以提供

企业成功所需的多方面功能。

我们诚邀您探索 Informatica 提
供的一切释放数据强大潜能的解

决方案，以推动企业下一场智能

颠覆。

利用自动化 API 探查来提高开发人员效率

API 管理器可以自动列出贵公司创建的所有可用 REST 和 SOAP Web 服务。如要构建相应 API 客户

端，将自动生成 API 元数据和接口描述。API 网关会自动生成 WSDL 或 Swagger (OpenAPI) 接口。

在集成式开发运营环境中体验更高效率

API 管理器是 IICS 的一部分；IICS 是业内领先、全面的 iPaaS 解决方案，支持云数据集成、云应

用程序和流程集成、API 管理以及主数据管理等。该解决方案可为开发人员、业务分析师以及 API 

管理员提供无缝集成的用户体验，确保他们顺畅进行交互。这种通用的用户体验还意味着可以快

速重复利用各种 IICS 产品技术，并且极大地缩短了学习曲线。

API 管理器的功能包括

• 公开服务 API

• API 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启用、禁用和删除 API

• API 描述 

• API 策略

• API 使用情况、日志以及安全异常监控。

• 遍及整个机构的速率限制和 IP 过滤策略；可为每个终端指定速率限制策略

如需了解 API 管理器详情，请访问：www.informatica.com/api。您也可以访问 www.informatica.

com/cai，了解云应用程序集成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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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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