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优势

• 凭借元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支持的

集成平台即服务以加速数据仓库

和数据湖现代化进程 

• 借助高性能数据集成功能连接所

有数据并无缝集成所有分析工作

负载的海量数据，从而在 AWS 上
成功部署全新的数据仓库、数据

湖或 data lakehouse 

• 利用 AWS 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降

低数据仓库和数据湖的整合和现

代化成本

• 在将数据迁移到 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S3 之前优先解决数

据质量问题，然后稳妥、快速地完

成迁移，从而确保获得更佳的业务 
成果

• 通过规避使用手动编码和多个限

定的单点解决方案解决数据管理

问题时导致的挑战，从而化解对

计划进行整合和现代化改造时的 
风险

• 集成所有数据与数百个用于云和

本地数据源的预建连接器，包括

本地高性能的 AWS 连接器 

借助 Informatica 智能自动化的 Cloud Lakehouse Data Management  
功能快速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云分析现代化

如何在释放数据潜力的同时，从 IT 投资获取更多利益是当前企业面临的挑战。为此，企业纷纷将

其分析工作负载迁移到云并进行应用程序现代化，以期提高效率、生产力并节约成本。鉴于一半以

上的数据通常来自公司外部，许多企业都面临无法控制数据格式和数据质量的难题。此外，传统本

地系统还经常受限于低效流程和低灵敏度，以至于无法提供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需的时效性数据

洞察。

为克服这些障碍，企业开始投资发展云数据仓库、云数据湖和 cloud data lakehouse。但是如果无

法自动发现、清理、集成、管理、治理和保护整个环境中的数据，这些计划就可能以失败告终。手动

编码等一次性解决方案会增加人工流程，占用业务所需的资源，并可能降低可信度。为快速提供业

务所需的优质、可操作数据，您需要自动化的 cloud lakehouse data management 解决方案，以

便全面掌握不同数据孤岛、应用程序和地区中所有关键数据的存储位置。

Informatica® on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支持企业通过数据驱动的洞察进一步发展业务，

轻松扩展数据环境并释放 IT 资源，以快速取得差异化的业务成果。借助 Informatica 以元数据

驱动的智能云数据管理功能，您可以通过自动化交付可信、准确数据来推动加快创新进程，从而

实现在 AWS 上部署云数据仓库、云数据湖和 cloud data lakehouse 的承诺。无论您采用云优先

方案并构建全新的云数据仓库、云数据湖或 cloud data lakehouse，还是将现有本地系统迁移到 

Amazon Redshift 或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Informatica 均可提高敏捷

度、降低项目风险，并提供满足您特定业务需求所需的数据质量、治理和透明度。

在 AWS 上实施数据驱动的
转型：成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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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DWI 最佳实践报告：云数据管理》

向 AWS 稳妥迁移您的企业数据仓库并实现其现代化
借助适当工具，将传统本地企业数据仓库 (EDW) 迁移到云并实现现代化可帮助您的企业真正将数

据转化为驱动力。Informatica 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企业数据目录(EDC) 支持您快速发现、盘点和

整理数据资产，并提供企业元数据的统一视图，以便为数据添加语境信息。 

为帮助您将数据资产迁移到 Amazon Redshift 上的全新云数据仓库，Informatica 的辅助设

施 Intelligent Data Migration Assessment (IDMA) 利用 EDC 来评估本地 Teradata、Oracle 或 

Netezza EDW 向 Amazon Redshift 迁移的流程。IDMA 提供关于您本地 EDW 的物理和业务特点

的总体概要和详细报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 (PII) 等敏感数据的影响以及潜在成本节约的估值。

在确定要迁移的数据及其相关性和沿袭后，您可以使用 Informatica 支持 ETL（抽取、转换、加

载）/ELT（抽取、加载、转换）模式的云原生集成平台即服务 (iPaaS) 并利用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和 Amazon Redshift 等超过 150 个预建无编码连接器来

简化集成，并快速将海量数据迁移到 AWS。然后，您可以使用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SM

 (IICS) 来集成、管理要迁移到 AWS 的数据并确保数据质量。 

本蓝图旨在让您快速尝试将本地 EDW 迁移或扩展到 Amazon Redshift，并使您在保障投资的同

时，获享现代化拍字节级数据仓库的优势，充分满足自助敏捷分析的业务需求。

AWS 上的 Cloud Data Lakehouse：简单。企业级。功能强大。
根据分析公司 TDWI 的近期调查近期调查，大多数 (64%) 受访企业认为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问题是其成功

构建云数据仓库和云数据湖的主要障碍。1在此调查中，绝大多数 (86%) 的企业表示系统性的云数

据管理方案对其成功实施数据战略非常重要。 

Informatica 和 AWS 支持您实施安全、灵活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数据湖。Amazon Redshift 支持您

在不迁移或转换数据的情况下将查询范围扩展到 Amazon S3Amazon S3 数据湖。这样，您便能够在 Amazon 

Redshift 上灵活存储高度结构化的常用数据，在 Amazon S3 上保留艾字节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并在 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S3 上无缝查询，以获得独立数据集无法提供的独特洞

察。这将创建一个能供您针对所有数据制定分析解决方案的 data lakehouse。

“我们的愿景是打造

完全互联、整合一体且

按需服务的车队。借助 
Informatica 和 AWS，我
们在如何利用数据推动

公司成功和根据需求变

化快速响应方面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 Avis Budget Group（安飞士

巴吉集团）全球企业架构和分析

副总裁 Christopher Cerr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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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dwi.org/research/2019/05/ta-all-best-practices-report-cloud-data-management.aspx
https://aws.amazon.com/s3/


 
图 1：云数据湖架构：AWS 生态系统支持

您必须能够通过自助分析使从数据分析师到数据工程师的所有用户都能快速访问和使用数

据湖中的数据，同时维护数据治理。借助 Informatica 智能自动化的 cloud data lakehouse 

management，您可以快速、轻松地识别、准备、集成和治理大数据管道，以构建企业级的云数据

湖。从文件、数据库、变更数据捕获和实时流数据等多种来源摄取数据。将新数据源与您现有的 

IT 投资集成，加速开展分析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项目，并推动从所有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

化数据获取更多价值。

在 AWS 上成功构建云数据仓库、云数据湖或 Cloud Data Lakehouse 的实

施蓝图
我们的 Enterprise Data Catalog 和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为您提供所需蓝图，以

帮助在 AWS 上成功构建数据仓库、数据湖或 data lakehouse。将 Informatica cloud lakehouse 

data management 功能与 Amazon Redshift 相结合，不仅可提高敏捷度、加快创新进程，还可推

动您的业务进一步发展。统一的企业元数据管理基础能够实现 AWS 上数据编目、数据集成、数据

质量和治理的端到端工作流。 

数据编目和元数据管理：借助人工智能驱动的元数据管理，您能够查看整个数据环境和端到端数

据沿袭，从而快速发现、盘点和整理数据资产。Informatica Enterprise Data CatalogInformatica Enterprise Data Catalog 使您能够扫

描和收集所有企业系统中的元数据、利用业务语境审编和增强元数据，并推断数据关系和沿袭。您

可以利用协作式自助数据准备来快速丰富、清理和治理数据管道，更快获得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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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formatica.com/cn/products/data-catal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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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企业级云原生自动化 

iPaaS。它提供数据集成、下推优化等关键优化能力和预建的开箱即用连接性，可连接超过 150 

项本地和关键 AWS 服务，例如 Amazon Redshift、Amazon Redshift Spectrum、Amazon 

Aurora、Amazon RDS、Amazon DynamoDB、Amazon EMR、Amazon SageMaker 和 Amazon 

QuickSight。借助这些功能，您可以快速、高效地构建数据管道，并将本地数据工作负载迁移到 

Amazon Redshift 数据仓库或 Amazon S3 数据湖。 

数据质量和治理：智能自动化的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可确保数据纯净、标准、可信且安全。适用

于 AWS 的 Informatica Cloud Data QualityInformatica Cloud Data Quality 有助于您快速剖析数据，并在将数据迁移到 Amazon 

Redshift 数据仓库或 Amazon S3 数据湖之前以无编码的方式识别、修复和监控数据质量问题。

这可确保为所有分析计划提供可信数据。 

后续步骤
Informatica 产品可通过 AWS Marketplace 轻松获取和启动。Informatica 产品使您无需再投资

耗时且昂贵的基础设施，并可帮助您在 AWS 上快速建立智能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以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释放可信、可操作数据的潜力。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  I n f o r m a t i c a  如何加速  A W S  数据现代化进程的信息，请访问 

www.informatica.com/awswww.informatica.com/aws 或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Avis Budget Group 通过 Informatica 和 AWS 利用实时数据来优化其全球车辆租赁业务。 

了解详情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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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数据管理领导者，

Informatica 已经准备好帮助企

业以智能的方式在所在行业、所

属领域及市场商机方面实现领

先。Informatica 与您分享真知

灼见，助力企业提高灵活性，捕

捉新的发展机遇，甚至可以帮助

企业创造新的发明。我们 100% 
专注于数据，提供灵活多样的企

业制胜解决方案。

我们诚邀您探索 Informatica 提
供的各式解决方案，并且将与您

携手释放数据潜能，共同推动下

一场智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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