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 

在多云和混合环境中实现数据、API 和应用程序集成现代化

自动开展业务流程、促成交易并支持实时分析

企业正在将应用程序和数据迅速扩展到多云部署。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关键应用和数据保留在本

地部署。

现在，订单流等业务流程会实时通过多个应用程序，例如订单输入、定价、客户关系管理 (CRM) 

和库存管理，这种现象很常见。这些应用程序和相应数据存储库（例如订单、定价和客户信息

库）通常会分散部署：部分位于本地部署中，部分位于不同的公有云或私有云基础设施中。如要

成功完成订单流程，必须紧密集成应用程序和相应数据库。现有企业集成技术过于刻板、维护成

本昂贵，而且无法快速响应新业务的发展速度和要求。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可以提供单一可信的解决方案，能够支持所有集成模式、数据集、用

户类型或终端，从而自动开展业务流程、促进交易并实现实时分析。这种解决方案以基于微服务

的模块化架构为基础，可灵活适应未来的业务要求。它支持多种全新、独特的集成模式，包括本

地到云端实时数据集成、实时/B2B 应用程序集成、流程编排和数据同步等。

云应用程序集成采用通用的用户界面，为所有用户角色提供一致的外观和使用感受，包括开发人

员、集成人员、操作员/管理员。它可为 150 余种云端和本地应用程序与数据库提供开箱即用的集

成方案，有助于实现快速部署。用户可以轻松集成多云和混合应用程序，无需编写任何代码。云

应用程序集成是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的一部分；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是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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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和

治理、主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等。

主要优势

• 采用零代码实施流程、展示 API

• 采用高级数据集成功能构建 API

• 为 150 余种应用/数据库采用开箱

即用的连接方案，或在 30 秒内开

发自定义连接器

• 采用微服务架构，满足您的未来集

成需求

• 借助每月支持数万亿交易的高性

能、可扩展的可用平台为您的关键

应用提供支持

• 是业内领先、全面的 iPaaS 平台的

一部分

1

产品单页



图 1.无需编写代码即可定义业务流程

关键功能
流程服务器 (Process Server)  

流程服务器是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的运行时和流程管理引擎，具有可扩展性，能够满足各

种规模的云端和企业的需求。流程服务器可确保业务连续性，您可以在故障转移模式下将其部署

为群集，从而保障高可用性。它可安全地将用户划分为离散租户或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机构。在这个多租户架构内，每个租户共享硬件和软件资源，同时各自拥有私人和安全

访问流程服务器的权限。   

流程控制台 (Process Console) 

流程控制台可提供一个集中位置来配置和管理流程服务器实例及其部署的资源。流程控制台可提

供调度流程以及部署全新或更新流程的方式。租户可以在出现流程异常时执行根本原因分析并采

取纠正措施。流程后退 (Process Rewind) 是一项流程异常管理功能，通过该功能，您可以无需调

用任何内置补偿逻辑，直观地将流程后退到特定活动，并且重新执行作业，让企业以前所未有的

灵活性管理和运行进行中的流程。 

 

流程设计器 (Process Designer) 

云用户需要一个易于使用的 Web 界面来创建集成和自动化流程。流程设计器系列工具可以构建云

流程，此类流程可以在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或其他终端上驻留和运行。它可以创建一系列步

骤，从而指定业务流程、连接至服务和 API，以及访问或更新数据。这些流程被定义为需采用零

代码而非内置向导，以便显著提高生产率。流程设计器针对技术型用户设计（例如自动化设计人

员）；此类用户可能不是开发人员，但却了解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服务。   

流程开发器 (Process Developer)

开发小组通常会同时开展多个项目，包括 Java、基于服务的开发和编排。他们无需在每次变更项

目时使用新的开发工具。为实现这一目标，Informatica 推出了流程开发器，这款基于 Eclipse 的

丰富 IDE 专为开发人员设计，纳入了 BPMN、BPEL 和 BPEL Extensions for People (BPEL4People) 

标准。它的优化功能和易于使用的特性有助于开发人员快速创建业务流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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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代理 (Secure Agent)

安全代理是一款轻量级程序，可确保贵公司与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跨越防火墙开展安全通信。

您可以在本地或云端安装该程序。该程序包含各种服务，例如用于管理云服务通信的通道服务、

用于访问和处理本地及云数据的数据集成服务，以及用于执行流程、公开和使用 API 的流程服务

器服务等。例如，如果您在云端运行 CRM 应用程序并需要访问本地客户数据库，安全代理将确保

您可以安全地实时访问所需数据。

连接

用户可以从丰富的连接选项中获益：在 150 余种连接器中进行挑选，或者与其他用户一样配置 

6,000 余种自定义连接器，从而随时随地集成数据集、应用程序和服务：

• 轻松构建 REST（XML/JSON、JSON-RPC 或 SOAP）服务集成。如果服务提供 WSDL 或 

Swagger 接口文档，您可以通过导入该文档创建服务连接器。

• 利用数据服务连接器并连接至 JDBC、OData、SAP Table Reader、SAP BAPI、Workday 以及 

NetSuite（支持多种 CRUD 操作）。使用 OData 客户端（如 Salesforce Lightning Connect）访问

存储于 Web 和本地的 OData 数据流。

• 采用内置 JMS、AMQP（包括 Azure Service Bus）、Amazon Web Services SNS/SQS 消息递送

服务以进行队列和主题处理，从而与消息递送服务集成。

• 使用文件内容监听器/写入器集成内容，从而使用或提供文件系统、S3 或 FTP/SFTP 上的数

据集。

云和本地交互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设计用于混合和多云环境。云部署流程接收的服务请求（即 API）可

能由云或本地用户通过 JSON-RPC、SOAP 和 REST (XML/JSON) 发起。这些请求可以启动新流

程，也可以表示回调或流程等待接收的某个事件。API 网关可以保护供应商 API 并对其应用多种

访问策略。调用云服务（例如 Salesforce 或 NetSuite），可采用该服务提供的安全机制。用户公

开的 REST (XML/JSON) 或 JSON-RPC 服务将使用 HTTPS 基本认证来确保安全，或者由第三方 

3



OAuth 供应商进行处理。用户公开的 SOAP 服务将使用 HTTPS 层基本认证来确保安全。此外，

也可以通过 WS-Security 以 WS-Security 令牌的形式进行认证。支持用户名、X.509 和 SAML 令

牌格式。

本地部署集成功能
•  SOAP、REST/XML、JSON
•  JDBC 
•  AMQP、JMS、AWS SNS 和 SQS、

Azure Message Bus (AMQP)
•  监听器：文件、FTP/SFTP、AWS S3
•  Java
•  Shell 

Amazon
Redshift

Amazon
RDS

API 网关

安全代理流程服务器

云流程服务器

应用程序

基于代理的流程

基于云的流程
云 API
SOAP、REST/XML、JSON

数据

服务

图 2.安全代理管理的 Informatica 智能云服务、第三方（即 Salesforce）云和本地交互

主要优势
无需任何代码便可实施流程和展示 API

利用 Informatica 的集成设计环境，构建您的集成应用程序和 API。将云应用程序（如 Salesforce 

或 Workday）中的实时数据或服务与 Oracle 或 SAP、基于 API 的 REST（XML 或 JSON）以及 

SOAP 服务等本地数据源进行组合和编排，即使它们驻留在公司防火墙之外也无妨。开发各种 

API，如应用程序 API、数据服务 API 或数据集 API。无需任何代码。当您准备好向您的合作伙

伴、客户或在企业内公开 API 时，可使用内置的 API 网关保护和监控您的 REST、OData 和 SOAP 

应用程序及数据 API。

利用丰富的连接汇集应用程序

在 150 余种连接器中进行挑选，或者与其他用户一样配置 6,000 余种自定义连接器，从而随时随

地在云端或本地集成数据集、应用程序和服务。使用高级数据集成功能来构建您的数据 API，包括

同步、复制、转换和批量获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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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秒内即可开发一个自定义连接器

拥有基于 API 的自定义应用程序，但是没有现成的连接器？使用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定义

自定义服务连接器。您可以通过导入 WSDL/Swagger 文档创建动态连接器，也可以在 Web 表单中

手动创建。只需单击几次，就能够创建与本地连接器功能一样的连接。

自动化长期运行的实时流程

重要业务流程包括云端和本地资产、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如折扣审批、订单到收款或服务呼叫

解决，完成这些流程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而且涉及到系统与人力工作流程之间的复杂

交互。利用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的高级编排功能，实现数据获取、传播以及业务流程的自

动化。

支持您的开发运营实践

利用云应用程序集成的项目/文件夹/资产导出和导入功能，轻松支持您的开发运营实践；此功能利

用外部版本控制系统、发布和部署管道的自动化操作来推动连续交付。

集成本地和云端消息递送系统

使用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集成现有队列和发布/订阅消息递送系统。云应用程序集成

可与多种消息递送系统交互操作，包括 JMS、AMQP AWS SNS/SQS 以及 Microsoft Azure 

Messaging。当您准备就绪时，可以逐步淘汰 ESB，将它的功能替换为 Informatica 的云应用程序

集成服务，从而获得更广泛的集成和混合功能。

如需了解 Informatica 云应用程序集成详情，请访问 www.informatica.com/cai。

 

如需了解 API 管理器 (API Manager) 详情，请访问：www.informatica.com/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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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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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