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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关于本白皮书 

本白皮书对应产品版本为：亿信 BIV4.6。（亿信 BI，原 BI@Report） 

最后修订日期：2017 年 12 月。 

本白皮书将在阐述商业智能技术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亿信 BIV4.6 在功能、技术

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1.2 商业智能技术概述 

商业智能系统（BI，Business Intelligence）是对数据的搜集、管理和分析的系统，

目的是使企业各级决策者获得知识并提高洞察力，做出对企业更有利的决策。 

从技术层面上讲，商业智能系统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仓库、数据展现和数

据挖掘四个主要阶段。 

 数据预处理是整合企业业务系统原始数据的第一步，是建立数据仓库的前提， 

包括数据的抽取、转换和装载三个过程。 

 数据仓库是一种新型的数据组织及存储方式，将企业的业务数据以一种多维的

形式进行重新组织，形成适合于决策分析的数据存储格式，为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提

供所需的面向决策分析的数据。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数据仓库”已耳熟能详，大中型企业已建立起或正在逐步

建立针对历史数据的数据仓库。 

 数据展现是要将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以更为灵活、直观、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使

用户快速、准确、方便地得到数据背后的知识。数据仓库建成后，选择功能强大的分

析平台及前端展现工具至关重要。 

 数据挖掘重点是对业务发展进行预测分析及挖掘利用，是数据仓库走向成熟的

一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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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信 BI 定位 

亿信 BI 主要定位于数据仓库的数据展现和数据挖掘。目前市场上有许多作为 前

端展现工具的商务智能软件，这些软件在系统架构、技术路线、分析功能、易用性、稳

定性、管理方便性以及二次开发工作量等方面大都相同，但用户使用效果不尽人意。 

亿信 BI 数据分析展示平台软件是我公司在多年数据分析挖掘、报表处理的技术

经验基础上，运用先进的数据仓库、商务智能核心理论，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而推出

的商务智能产品软件，目前已推出 4.6 版，并已成功实施了多个行业的数据仓库与数

据分析应用项目。 

亿信 BI 具有如下特性： 

 完全基于 WEB 

 采用 J2EE架构，适应各类平台部署 

 功能强大：支持各种 BI 应用 

 支持大数据分析应用 

 易于使用：直观清晰的 OLAP 分析展示 

 配置方便：快速部署，轻松快捷 

 标准开放：与其它业务系统方便地集成 

 整体拥有成本低。 

2. 产品架构 

下图是整个亿信 BI 产品的架构图，整个系统分为数据层、分析引擎层与用户接口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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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架构图 

2.1 用户接口层 

亿信 BI 的客户端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即可，不需要安装其他额外的软件或者工具包，

前台开发使用了最新的浏览器界面开发技术 AJAX，AJAX 技术可以给用户在浏览器

上带来非常丰富的操作体验。 

亿信 BI 支持 IE9 及以上、FireFox、safari、Chrome 等浏览器及 windows、Linux、

IOS10 等操作系统。 

亿信 BI 提供了丰富的第三方开发接口用于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集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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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点登录接口 

 分析功能调用 Web Services 接口 

 内置脚本支持 

 客户端 js 开发接口 

…… 

2.2 分析引擎层 

亿信 BI 分析引擎主要包括：多库 JDBC 连接池、OLAP 引擎、报表引擎、线程池

等部分，整个分析引擎层使用 JAVA 语言开发，是一个标准的 WEB 服务器，兼容

JDK1.5 及以后版本的 JAVA 运行环境，可以部署在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平台上，兼容

目前所有的商业的和开源的 JAVA 应用服务器。由于采用纯 JAVA 架构，所以亿信

BI 拥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如果当前运行的服务器性能无法满足海量数据或

大量访问用户需求，则可以轻松迁移到小型机或其他操作系统环境。由于全部系统对

象持久保存在数据库中，这种迁移工作是非常简单快速的。 

2.3 数据库层 

数据库层包括了用户已有的业务数据库和亿信 BI 的数据仓库。业务数据库中存

放了大量的业务系统读写的数据，亿信 BI 可以直接分析其中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

是所有的分析都是即时的，没有延迟，但也会影响业务系统的性能；业务数据库中的

数据也可以经过 ETL（抽取、转换、加载）而存储到数据仓库中，经过 ETL 的数据是

比较干净且利于分析的，在这样的数据上分析可以获得很好的性能。 

亿信 BI 支持所有主流数据库如：Oracle、Ms SQL Server、DB2、Sybase、SybaseIQ、

MySql、Greenplum、Teradata、Arterybase、达梦…… 

2.4 多模块协作 

亿信 BI 系统的核心是由一些松耦合的模块组合而成，各模块直接衔接，通过清晰

简单的调用接口实现功能调用。以报表的运算流程为例： 

（1）用户使用报表设计模块定义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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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给报表引擎分析 

（3）报表引擎将分析生成的若干个 OLAP 交给 OLAP 引擎运算 

（4）OLAP 引擎处理并调用连接池执行运算 

（5）连接池生成本地 SQL 执行运算并返回给 OLAP 引擎 

（6）OLAP 引擎处理结果后再返回给报表引擎 

（7）报表引擎分析处理多个 OLAP 结果最终生成报表 

 多个模块协助最终实现用户的复杂需求。 

3. 产品特色功能 

我们认为 BI 项目实施的核心工作就是给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软件产品和功能，使

用户能够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有价值或者感兴趣的信息，这些功能可以简单的划分为

四类： 

（1）即席分析，系统提供灵活方便的操作界面，允许用户任意选择指标、维度

和过滤条件等，快速生成多维分析表、查询结果、统计图形等。 

（2）模板分析，用户通过系统提供的可视化设计工具，定义各种分析报表、查

询模板、统计图模板等，在需要的时候再刷新分析结果。 

（3）数据挖掘，采用一些比较高级的数理统计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分析方法

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以直观的统计图和其它分析结果来帮助用户了解数据

的特性从而进行决策。 

（4）移动应用，分别可通过浏览器、手机、平板电脑等多途径，通过在线和离

线的方式对自己权限范围内的报表进行浏览访问。 

亿信 BI 提供了大量的功能，可以很好的实现这四类数据分析展现需求，并且操

作简洁。 

3.1 开发管理门户 

亿信 BI 提供了统一的 WEB 开发管理界面并融入了元数据管理功能，通过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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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按钮切换，开发和管理人员可以管理和使用平台上所有的功能模块，包括分析平

台，用户管理、门户管理、工作流，权限管理、系统管理、论坛等各项系统功能。 

 

图 2 管理界面 

3.2 即席分析 

即席分析具有以下特点： 

（1）可方便进行猜想式、求证式分析，极大提升报表分析的交互能力 

（3）全新的 excel 式界面，界面友好，操作方便。 

（4）操作灵活简单，向导拖拽式操作。 

（5）复杂报表亦无需报表设计，提供多种模板以及样式。 

（6）能满足突发数据分析的需求。 

（7）无需写 SQL 语句，适合业务人员操作。 

（8）提供各种运算方法及数理统计，算子、TOPN/TOP%、指标间运算、预警、

排序等等。 

（9）提供多种统计图模板，可自定义各种统计图。 

亿信 BI 的即席分析功能支持 MDX 和大数据查询，目前只支持 Essbase11 作为

mdx 服务器，即支持连接 Essbase 多维数据库，创建 Cube 主题并进行即席分析。 

EasyOlap 是亿信 BI 中一个重要的即席分析功能，它可以让使用者只需通过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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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鼠标拖拽操作就实现数据的分析展现，效果示例如下： 

  

图 3 EasyOlap 

上面的演示报表中是按行业列出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模拟数据） 

从开始到最后实现这样一个分析，用户不需要使用键盘，前后只需要几次简单的

鼠标拖拽操作。 

EasyOlap 虽然操作简单，但也支持钻取、切片、旋转等多维操作；内嵌的增幅/ 增

减额、TOPN/TOP%分析、比重等常用的数理统计分析都可直接通过菜单选取。支持

排序、数据格式多种方式的显示，同时也允许用户设置过滤条件及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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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asyOlap 设置选项 

3.3 报表模板 

即席分析能实现各种临时的分析查询，已经可以展现复杂报表，但是如果你想自

定义报表，实现更丰富的效果，比如多表体、灵活多样的钻取、更多类型的统计图、

dashboard 等的展现亦可选择用报表模板实现。 

亿信 BI 提供强大的报表功能。前端展现形式丰富，可操作性强，易用，更加符

合国内用户的报表格式及报表输出需求；充分满足预设的分析报表业务需求，更提供

图形和富文本等数据表现形式，满足各级用户对业务数据综合分析查询的需要。 

3.3.1 组件式多表体报表设计 

亿信 BI 提供简单易用的报表设计工具，实现组件式、多表体设计，支持选项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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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展现，可以设计任意复杂的报表，所有报表模板的编辑可以在线完成，报表排板类

似于网页设计支持工字型、田字型、上下型、左右型，并可嵌套展现。 

WEB 方式的设计器不仅可以减小项目实施的部署工作量，而且便于用户随时随地

编辑报表。设计器采用所见即所得方式，操作界面类似 EXCEL，支持合并拆分单元

格、任意表头、画删表格线、字体设置、序列填充、格式刷、多级斜线以及无限

Undo&Redo 等功能。报表模板拥有我公司独创的分析区、浮动维单元格、固定维单元

格等技术，支持横向浮动、纵向浮动、交叉浮动、嵌套浮动、并列浮动等功能，使用

户通过报表设计器可以定义出任意复杂的报表样式，而且定义界面非常简单。 

下图是亿信 BI 报表模板的设计界面： 

 

图 5 报表模板设计界面 

3.3.2 富文本 

所谓富文本，是指采用丰富多彩的颜色、样式来修饰一段文字或其中的某一部分，

使文字看起来更加美观、醒目。目前的 BI 软件和其它相关的报表软件中只有亿信 BI

实现了这个功能，富文本功能的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实现分析报告。 

 

富文本还可以使用在报表单元格的文字中，另外还支持在富文本中嵌入静态的或

动态的图片，实现图文并茂的展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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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富文本展示 

3.3.3 绘图功能 

很多人都在办公软件如 MS Office 中用过绘图功能，但是将绘图功能集成进报表

作为一种数据的展现形式却是亿信 BI 的首创。亿信 BI 中的绘图功能的使用方式和

Office 一致，支持多种形状和连接线，支持在文本框中输入富文本和图片，支持和表

格、统计图等其它报表模板元素混排展示，绘图功能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实现杜邦分

析功能。 

 

图 7 用绘图功能实现的四分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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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Word 式分析报告 

统计分析报告一般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同时又包含了大量重要指标的报表、统计

图等相关数据。传统的制作方式是制作报表和统计图，再将结果粘贴到报告中。 

亿信 BI 提供了 WORD 式分析报告功能。用户可直接在浏览器窗口中新建一个

word 文档，分析报告中的动态内容（数字、文字、统计图、表格等）可以方便的从其

他报表中获取，用户可以像编辑 WORD 文件那样编辑自己的分析报告。 

WORD 式分析报告，具有与 WORD 文档一样强大的排版功能，而且编辑方便，

可实现 OFFICE WORD 那样的多页的图、文、表格并茂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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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析报告 

3.3.5 杜邦分析 

杜邦分析法因其最早由杜邦公司的财务经理提出而得名，主要用于财务报表分析。

通过对企业最具综合性的指标--权益净利率为核心指标，将企业偿债能力、资产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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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盈利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层层分解，逐步深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系统，

全面、系统、直观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其分解式如下： 

 

图 9 杜邦分析实例 

3.3.6 全智能钻取 

钻取是改变维的层次，变化分析的粒度。它包括向上钻取和向下钻取。向上钻取

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将低层次的细节数据概括到高层次的汇总数据，或减少

维数，是自动生成汇总行的分析方法。而向下钻取则相反，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方

法，它从汇总数据深入到细节数据进行观察或增加新维。例如，用户分析企业税收情

况时，可以从市的税收向上钻取到全省的税收汇总，也可以向下钻取到每个企业的税

收详情。 

通过钻取，使用户对数据的了解更深入，更容易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报表模板中完全界面化的定义钻取。在报表、统计图和地图中均可以定义，而

且针对不同的情况，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钻取表现形式。同时钻取时系统能够自动收集

部分相关的参数，勿需用户自定义参。 

亿信 BI 对钻取功能进行了扩展，使其拥有了超链接和切片的功能。超链接功能使

其可以链接到任意的报表、网站、图片等；切片功能使其能够随心所欲的切换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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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钻取可以在统计图、地图、单元格、文字中的部分内容、绘图等各种数据展示元

素上进行。 

系统界面化地提供了跳转式、折叠式、逐级式、嵌入式、菜单式、外链式、热区

式等十余种钻取类型。 

钻取定义界面： 

 

图 10 钻取定义界面 

嵌入式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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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嵌入式钻取示例 

组合式钻取： 

 

图 12 组合式钻取示例 

统计图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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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统计图钻取 

3.3.7 参数组件 

按照报表内容的可变性，报表分为静态报表和动态报表（参数化报表）。亿信

BI 的所有报表内容都可以作为参数，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报表内外的可变量作

为参数。亿信 BI 参数面板有按钮、滑块、输入框、日期、勾选框、下拉列表等多种

参数组件，如果是下拉列表组件，该类型参数的下拉列表内容可以是静态手工输入的，

也可以来自于第三方数据源，其内容可以随第三方数据源数据动态变化。参数面板中

提供了参数类型对应参数内容变化的行为响应事件（参数联动），极大的方便了用户

使用参数化报表时对参数的选择或输入，减少了用户重复定制参数条件生成报表的工

作量。 

 

图 14 计算时参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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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自定义数据期维 

亿信 BI 提供的自定义数据期维功能，可以很方便地自定义数据期维表，定义一

些特殊的属性，使报表期显示更符合业务习惯。 

通过自定义数据期维表，任意的报表期都可以求增幅、同期、上期、@-1、年初

等，而且避免了做复杂的日期转换，提高了运行效率。 

下表给出了数据期维表的属性举例和说明： 

 

图 15 自定义数据期维属性说明 

以下是某服装公司的特殊的半年报维表数据： 

 

图 16 自定义数据期维表 

用户的需求是上半年一定要叫做春夏，下半年叫做秋冬；如果使用系统默认的半

年报，对显示文字要做转换，在分析表中写显示表达式实现，很麻烦，用新的自定义

数据期维，能很方便的解决。 

我们不难发现自定义数据期维的两大优势： 

1）任意的报表期，都可以求上期、同期，并且还可以灵活的附加其他属性； 

2）报表期的显示和计算实现都是关联维表求得，避免了做复杂的日期转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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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效率； 

3.3.9 预警分析 

亿信 BI 提供用户数据异常定义机制，用户可针对某一量值的大小或两个量值之

间的关系，来定义异常状况，并以改变字形颜色或插入警示图案的方式来加以提示。 

亿信 BI 支持字体颜色、背景色、特殊符号、个性化图形等方式进行预警。 

根据预警，利用钻取和数据挖掘，用户可以快速定位问题和优势，深入分析和了

解发生缘由，制定有效措施，及时避免损失和扩大优势。 

 

图 17 数据预警 

3.3.10 面向对象的表达式 

报表模板支持定义单元格间的运算关系，例如要定义单元格 A1 等于 A2＋A3，那

么只需要在 A1 中输入“=A2+A3”即可，输入过程也可以象 excel 那样拾取，当定义

了大量的单元格间的任意运算关系后，系统会自动分析出运算表达式中的依赖顺序，

自动的按顺序计算表达式。除了简单的四则运算，报表模板还支持更多其它复杂分析

方法，如：取前期数据、增幅、排名、标准差、相关系数等等。 

 报表模板中的表达式还是面向对象的，例如对表达式 A2＋A3，我们一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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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A2 的值＋A3 的值，在亿信 BI 中还可以等价的写成 A2.value+A3，这里我们就可

以将 A2 看成一个单元格对象了，value 是它的一个属性值，将 A2＋A3 写成

A2.value+A3 并不能体现面向对象的表达式的优势，但当我们要获取 A2 的其它的信息

的时候就能发挥面向对象的表达式的优势了，例如获取 A2 的左上边的单元格的值：

A2.leftcell.upcell，这种写法在处理报表分析中取相对单元格的值时特别方便。除了单

元格对象，亿信 BI 内部还提供了其它大量的对象，利用面向对象的表达式可以使报

表定义用户能够更加容易理解表达式语法，更容易的定义出想要达到的运算效果。 

3.3.11 数理统计 

除了求和、求均值、求最大值、求最小值等普通的统计方法外，亿信 BI 还提供了

更丰富的统计方法，如：TopN/Top%、80/20、取前期数据、增幅、增减额、环比增幅

等，但这还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亿信 BI 还实现了自定义统计方法的功能。 

以标准差为例，标准差反映相对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x 为

样本平均值，n 为样本大小： 

 

在亿信 BI 中进行定义如下： 

myStdev(N x) ＝ sqrt(_S(power(x - _A(x),2))/(_N(x)-1)) 

那么现在一个新的统计方法 myStdev 就可以使用了，用户可以象使用 sum 一样使

用它。 

3.3.12 脚本支持 

亿信 BI 报表模板虽然提供了很丰富的数据展现方式和大量的统计分析方法，但用

户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脚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需求，报表模

板中的脚本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通过脚本不仅可以定制报表的运算过程，还可

以定制报表的交互行为。 

脚本是体现亿信 BI 报表分析平台通用性的重要功能。通过脚本，用户可编程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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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表分析平台固有的功能，也可定制出富有个性的报表分析展示效果。 

亿信 BI 中客户端脚本是 js 语法，服务器端脚本使用 groovy 及 java 语法，程序员

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系统功能扩充。 

3.4 会计指标主题 

亿信 BI 支持会计指标管理功能，通过建立指标库，业务人员可以很方便地维护会

计指标。报表分析时，直接从指标库中选取指标。当报表分析口径发生变化时，只需

要修改指标的取数口径，而不需要修改报表。 

指标主题管理界面：  

 

图 18 会计指标主题管理 

亿信 BI 的会计指标管理采用了自动物化的方案，即会计指标定义后，可以设置计

算存储的方案，系统适时自动计算统计并存储好，需要时可以随时象基本主题的字段

那样直接取用进行再分析统计！ 

 简而言之，会计指标主题就是一种特殊的虚拟主题，是用会计行业的简写语法定

义维护会计行业的计算指标，并让这些会计指标预先计算好并自动物化存储，其实就

是“行业化简写 + 预计算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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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形化建模 

亿信 BI 支持图形化建模功能，用户可以在可视化建模界面中新建、编辑、删除主

题表，能编辑和查看主题和主题直接的关联关系，能编辑和查看主题和维之间的关系。 

使用图形化建模，可以便捷地定义关联关系，主题与维表关系清晰明了，维表被

引用情况一目了然。 

 

图 19 图形化建模 

3.6 领导驾驶舱 

领导驾驶舱在国外的 BI 软件中也称作 Dashboard，它可以将一些关键的 KPI 指标

简单明了的用图形或仪表盘等形式呈现给决策者，并提供一些易用的交互功能，如钻

取和参数切换等。 

亿信 BI 也可以实现领导驾驶舱，利用亿信 BI 的报表模板功能就可以定义出领导

驾驶舱，其实对亿信 BI 来说，领导驾驶舱只是一个好看的报表模板而已，所以可想

而知领导驾驶舱的定义过程也和其它的报表模板的定义过程一样简单，而且在领导驾

驶舱中可以使用报表模板拥有的所有的数据展现形式，如：地图、表格、富文本、绘

图、统计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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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领导驾驶舱示例 

3.7 统计图 

亿信 BI 支持 fushionchart、anychart、htmlt 统计图控件，并且提供了丰富的统计图

类型和样式，除了常用的柱状图、线状图、条形图、面积图、饼图、点图、仪表盘、

走势图外更支持非主流的流向图、词云图、和弦图、圈饼图、瀑布图、金字塔、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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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 线图、关系图、网络图、玫瑰图、帕累托图、数学公式图、预测曲线图，正态

分布图等等；样式包括：2d、3d、excel、web、Autumn、flash 风格等。丰富的统计

图类型和样式可以让用户定义出各种美观的报表和领导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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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丰富的统计图类型及样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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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丰富的统计图类型及样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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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丰富的统计图类型及样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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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原创 3D 可视化统计图 

亿信 BI 独有原创 3D 可视化图形展示，用户可上传自己制作 3D 模型，将 3D 的

物和景融入到 BI 场景中进行展示，效果更震憾，数据分析更加清晰直观。 

3.8.1 内置场景 

亿信 BI 内置三个 3D 可视化场景，用户可将内置场景拖入到分析区，绑定分析表

数据，进行 3D 可视化效果的设置后即可使用。 

内置场景包括： 

汽车：可与 BI 分析图表绑定，支持钻取、支持整车旋转、支持音效 

机房：可与 BI 分析图表绑定，支持巡检、钻取、预警  

中国地图：可与 BI 分析图表绑定，按时间轮播、排序、钻取、预警 

 

图 24 3D 汽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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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3D 机房场景 

 

 

图 26 3D 中国地图场景 

3.8.2 自定义场景 

支持自定义场景，即建模通用化，用户可自行上传已做好的 3D 场景，与 BI 的数

据进行绑定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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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智问 

不需预制报表，输入关键字，即可图文并茂地展现出相应的统计图表。 

搜索范围： 

【智问结果】智能结果，也是推荐给你的答案，可能是文本结果、统计图或表 

【分析表】亿信 BI 分析平台制作的报表 

【主题表】存储数据的用户表 

【维表】存储分析维度的表 

功能包括： 

【全部词条】：列出所有指标维度供用户选择和参考 

【同义词】：可按用户搜索习惯设置搜索词条的同义词 

【自定义指标】：可设置个性化的公式 

【统计方法】：除系统内置常用统计方法外，也支持用户自定义 

【大家都在搜】：列出其他人常搜词条 

【关于搜索】：关于正在搜索词的相关搜索 

【历史搜索】：我的历史搜索 

【维表画像】：以图文的方式对维度及其属性进行展示 

 

图 27 智问功能 

3.10 报表导出 

亿信 BI 支持将报表的计算结果导出成一个 PDF、Excel、Word、Csv、T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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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报表导出时，可成批导出多张报表。 

报表导出文件可作为邮件附件发送到指定邮箱。 

计算结果导出成 excel 时用户能指定导出的页码 ，每一页的数据作为一个 sheet

页放入到一个 excel 文件中。 

报表以 HTML 形式展示，能自动实现多行分页功能。 

 

 

图 28 报表导出 

3.11 报表打印 

采用 flash 打印技术，可以在安装 flash 插件的所有浏览器，以及装有 flash 播放器

的各操作系统中进行打印，解决了困扰报表行业的基于浏览器的打印问题。做到精确

分页，精确对齐。 

所见即所得的形式预览、打印输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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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页打印和分栏打印，并可设置分页后自动补足行列；可设置页眉页脚。 

支持套打、打印背景图片。 

可定义行、列或表头是否打印或导出。 

支持报表成批打印。 

3.12 收藏夹与共享文件夹 

•收藏夹 

-用户在浏览报表或图形时，随时将自己关心的报表添加到收藏夹中，可以在收藏

夹下面建立分组结构，可以更方便的维护报表。 

–仅当前用户可见 

–可收录个人较关注的报表和拖拽式多维分析结果表 

•共享文件夹 

–文件夹中的资源，所有用户都可见 

–“写”权限可控，能灵活赋予 

我的收藏中的文件是对当前用户有效，它是当前用户私有的文件夹；而共享文件

夹是对所有的用户都有效，即共享文件夹是全局的，但前提是要将共享文件夹的权限

赋予用户。 

3.13 报表订阅 

当用户需要将报表定时计算，然后将计算的结果通过邮件发送给其他人的时候，

会需要使用到订阅功能。 

在管理界面和门户上都可以订阅报表。订阅中会使用到系统邮件的功能，用于发

送邮件给收件人。 

报表被订阅，将按照设定周期自动生成并在固定的时间传递给目标用户，用户可

以自定义邮件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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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报表订阅 

3.14 集群部署 

将系统部署为集群方式，可以提高系统的吞吐量，更好的利用硬件资源。亿信 BI 

V3.1 及以后版本支持集群部署。集群的环境下，war 会部署到不同的服务器实例上，

对某个服务器实例状态的修改，会自动同步到集群环境中的其他节点服务器上。 

亿信 BI 集群部署支持主流中间件，如 Websphere、 Weblogic、 Jboss 、Tomcat

等；同时管理便捷，任意节点可查看和管理其它集群节点，集群节点可随时动态加入

或退出。 

 

图 30 亿信 BI 集群部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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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计划任务 

亿信 BI 平台具有灵活的计划任务管理功能，通过配制可以让系统定期自动执行

某个功能，例如，对于数据量非常大的报表，可以设定其他在夜晚（系统空闲时间）

执行计算，这样第二天用户就可以看到前一天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亿信 BI 计划任务功能，除了可以定时备份、定时计算报表等外，同时提供了定

义系统内部或外部的执行任务（非定时执行），如存储过程、Kettle Job、外部可执行

程序、脚本等，并能随时的手工执行它们。同时，支持立即执行时有参数输入和警告

信息，所有类型的计划任务都支持邮件发送及简单的站内消息通知。当计划任务执行

的过程中出现异常并退出之后，系统可以继续重试 

支持 Kettle Job、外部可执行程序、脚本等类型。 

 

图 31 选择计划任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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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计划任务设置 

计划任务增加站内消息通知功能，并且所有类型的计划任务都支持邮件通知。 

所有的计划任务类型都支持 email 通知，其中报表运行支持将报表计算的结果以

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当执行成功或失败后都会发送邮件，手工立即执行也会发送邮

件，重试时只有重试的最后一次才会发送邮件。 

用户可以为计划任务设定执行失败后给哪些用户发送站内消息通知，当那些被通

知的用户登录后，会在右下角浮动出一个消息框，提示某某计划任务执行失败。 

可以增加手工执行警告信息的定义功能，可以定义手动执行计划任务时显示的警

告提示信息。  

3.16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或挖掘知识，亿信 BI 中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挖掘方

法：聚类分析（层次聚类算法、KMean 聚类算法、快速聚类算法等），预测分析（趋

势预测模型、ARIMA 预测模型、季节预测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回归分析（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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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非线性回归、Logistic）、相关分析等。 

提供大量数理统计、数据挖掘模型： 

预测、回归、ARIMA、聚类、关联规则分析等等 

数理统计模型可扩展性强，维护便捷 

通过多维分析界面或报表设计工具，用户即可轻松使用各类模型，大大降低数据

挖掘技术门槛 

 

图 33 预测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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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聚类分析示例 

3.17 自助式门户 

门户工具是 BI 展示的“最后一公里”，是实现个性化、分业务群 BI 展现的重要

手段，为用户关心的内容提供快速访问的通道，节省时间和提供新知识。很多 BI 工

具内含的门户工具技术性很强，需要相当的编码和技术设计能力，用户学习掌握非常

困难。 

亿信 BI 内含便捷的门户定义工具，用户只需通过简单的拖拉控件到定义门户区

域，就能自己定义个性化的门户，能够简单实现各种复杂的自定义门户，无需开发人

员以及美工介入。同时亿信 BI 中提供了多种样式风格的门户模板并提供配套的登录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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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门户示例 

 

图 36 门户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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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门户模板 

 

3.18 用户及权限管理 

亿信 BI 内置了登录用户和权限管理模块。权限设置模板提供了对机构及用户的

添加、删除、管理等功能，提供了对用户权限的设置功能，从系统登录、数据级次、

主题集及主题表、分析表创建及查看编辑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权限管理，保证了

企业级数据的安全性。 

权限设置采用可视化的操作界面，只需要在要分配的权限前打勾。不需要编写任

何 SQL 语句，即使非 IT 人士，也能轻松地对用户进行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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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权限管理界面 

系统独创自动数据分级限定技术，很好地解决了数据仓库集中部署，分级应用的

问题。例如，部署在省中心的系统，可为各级用户提供数据分析及报表查询服务，并

能自动锁定每一级用户只能访问本级的数据。其它产品都是通过过滤条件实现的，从

而增加了业务人员或开发人员制作报表的工作量。 

3.19 支持大数据库 

BI4.6 支持了大数据库，包括：PetaBase、Impala、FusionInsight、TiDB、TiSpark、

GreenPlum、Hive、Spark SQL、HBase、Vertica、Hana、Base8T、Transwarp 等大数据

库。 

具有卓越的大数据库数据处理能力，经测试使用 PATE BASE 数据库，对十亿条

数据的查询仅需要 5 秒，对二十亿条有交叉关联的数据进行查询仅需要 10 秒，真正

意义地实现了大数据的查询分析。 

3.20 工作流 

亿信 BI 实现了工作流，实现了用户业务过程的自动化，协同工作更加方便，审

mailto:BI@Repor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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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更简便清晰，可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图 39 工作流设置界面 

3.21 多语言切换（国际化） 

      亿信 BI 实现了多语言的切换（国际化），无需对产品包进行任何配置，直接

在界面上进行选择，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以及英文。 

 

图 40 语言切换设置 

切换至英文显示： 

mailto:BI@Repor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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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亿信 BI 英文版显示 

3.22 GIS 分析 

亿信 BI 实现了 GIS 地图分析，目前 GIS 分析效果支持 GIS 统计、GIS 渲染以及

地标展现。 

如下图：是 GIS 渲染效果： 

 

图 42 GIS 渲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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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GIS 统计效果 

3.23 移动应用 

支持在移动设备上访问和使用亿信 BI 报表，如 PAD、手机等，在服务器端制作

的报表不需要任何处理移动端即可完美自应展示；同时允许离线使用报表，支持在报

表计算结果上进行圈阅并发送给指定用户。 

 

图 44 移动终端展现效果图 

3.24 微信集成 

亿信 BI 移动端支持微信集成： 

（1）可将移动门户直接集成至微信的公众号、企业号； 

（2）支持将数+中的分析表分享到微信联系人、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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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企业号微信集成 

 

4. 软件技术特点 

4.1 系统设计原则 

亿信 BI 是基于 B/S 架构的软件平台，研发过程中严格遵循数据仓库（DW）商业

智能（BI）的理论和技术架构，运用了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亿信 BI 的设计遵循下

列原则： 

4.1.1 先进性 

 遵循维度事实结构的星型数据仓库模型 

 遵循多维（MD）和 ROLAP 理论 

 不但支持标准的 OLAP 分析，同样也支持 OLTP 报表 

 支持深入的数理统计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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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 J2EE、XML 等多种业界主流的、先进的技术标准 

 用户 WEB 界面采用 AJAX 技术 

 采用多层应用体系架构，将各种应用作为被共享的服务的集合 

 使用国际化编码 UTF－8 

4.1.2 可维护性 

 提供集成化的系统管理模块，通过图形化界面管理、配置所有系统对象 

 报表模板、对象结构等元数据可方便的进行备份和恢复 

 支持自定义函数和自定义分析模型，允许用户个性化扩充分析算法 

 纯 web 化，报表分析展示无需任何插件，客户端零安装，大大方便系统升级

维护 

 所有系统对象和元数据全部持久保存在数据库中，服务器迁移十分方便 

4.1.3 可靠性 

 合理的 JAVA 内存回收机制，用户操作结束后，系统不允许仍然占有该连接

的内存 

 有完善的错误诊断和恢复机制，不会出现因用户误操作而导致系统崩溃 

 所有系统对象和元数据全部持久保存在数据库中，不会因应用服务器崩溃或

病毒入侵等损坏系统 

4.1.4 易用性 

 系统安装配置简单，基于 B/S 结构，客户端零安装 

 界面操作简单，流程清晰，无论是报表还是统计图形，均采用所见即所得方

式 

 面向业务人员提供零编程、交互式分析功能，而非定制的分析报表 

 广泛采用 AJAX 技术，为用户提供了十分友好的交互式 WEB 操作界面 

4.1.5 安全性 

 自动限制每级用户只能访问本级和下级数据 

 管理员可详细配置每个用户的操作权限和可访问对象 

 采用严格的技术手段，杜绝非法用户绕过安全认证直接调阅分析报表 

 记录详细的操作日志以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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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密码均使用安全的加密算法加密保存 

 防暴力攻击 

 防 SQL 注入攻击,跨站脚本攻击等 

 支持 SSL 通信协议 

4.1.6 扩展性 

 所有功能都是根据可扩展可通用的原则来设计的，可以适应未来未知的需求

变化 

 系统的模块化设计，一个模块发生变化不会影响整个系统 

 提供各种定制接口和调用接口 Web Services 服务，满足第三方开发需要 

 内置脚本支持，满足未来各种未知需求 

4.2 遵循 ROLAP 理论和多维数据模型 

亿信 BI 使用关系型数据库（如 ORACLE）来构建数据仓库，这种数据仓库技术

也经常被称作 ROLAP，大多数成功的 BI 项目都采用 ROLAP 技术，亿信 BI 也采用

ROLAP 技术。在构建数据仓库时亿信 BI 遵循一定规范的“事实表＋维表”的数据库

模型，叫做多维（Multi Dimension）数据模型，简称 MD 模型。 

 

（多维分析图）                           （星型主题分析） 

图 46 多维数据模型 

使用标准的ROLAP技术可以使用户利用亿信BI的功能很容易地实现已有的业务

需求，包括图表展现、即席分析查询、钻取、切片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太多的

专业技术知识，普通的电脑操作者就可以做到；使用标准的 ROLAP 技术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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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用亿信 BI 实施 BI 项目时的投入能很好的得到保护，用户可以在软件的使用过程

中很容易的基于已有的数据仓库利用亿信 BI 的功能实现一些新的需求并且不需要修

改源代码，如果业务需求继续增多，那么用户也可以很容易的升级到亿信 BI 的新版

本或引入其它的 BI 软件而不需要再重新构建数据仓库。 

4.3 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元数据是描述数据仓库的“语言”。正是通过元数据，

分析查询引擎才能“读懂”数据仓库的具体结构和各类系统对象。有了元数据，系统

就能做到数据与操作模块的相互独立，而通过元数据这个桥梁来进行沟通。 

亿信 BI 中的元数据包括： 

1) 主题表的描述信息 

2) 维表的描述信息 

3) 度量和维度的描述信息 

4) 报表定义 

5) 查询的定义 

6) 门户 

7) 权限信息 

…… 

在亿信 BI 中我们提供了统一的纯 WEB 的界面来管理元数据。 

4.4 聚集主题技术 

聚集主题技术是亿信 BI 用来处理分析海量数据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通过减少

主题中的维度，或者将维度的颗粒变粗，我们可以大大减少一个主题表的数据行数，

一个几千万行的主题可能会变为只有几十万行，这个过程就叫做聚集，通过聚集生成

的主题就叫聚集主题，在聚集主题上进行分析比在原始主题上分析要高效很多，通过

聚集主题和其它的相关技术亿信 BI 可以轻易的处理海量数据的快速分析。 

4.5 OLAP 引擎 

ROLAP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就是通过亿信 BI 的强大的 OLAP 引擎查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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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P 引擎在查询数据时实现了下列功能： 

1) 限制用户的查询范围 

例如市级单位的用户只能查询自己的或自己下级的数据。这是亿信 BI 特有的功

能，亿信 BI 可以部署在一个多级用户的使用环境中，为所有用户提供一个集中的分

析引擎，自动限制每级用户只能查询到自己或自己的下级的数据。 

2) 判别主题之间、主题与维表之间的链接关系，并进行联合查询 

多数分析都不会是在一个主题中进行，往往都需要用到多个主题和维表。 

3) 处理取前期数据、增幅、增减额等统计方法的运算 

数据库只提供了求和、求均值、求最大值、求最小值等普通的统计方法，OLAP

引擎针对各种不同的数据库运用最高效的查询方法自动的处理取前期数据、增幅、增

减额等统计方法的运算，除此之外，OLAP 引擎还可以处理用户自定义的统计方法，

例如标准差、相关系数等。 

4) 空值和零值的处理 

在有些数据库中 空值+非空值＝空值，被零除会触发异常，OLAP 引擎处理了各

种空值和零值的特殊情况，根据用户的设置返回期望的值。 

OLAP 引擎是亿信 BI 的核心技术之一，它还具有很多其它的功能特性，例如处理

TOPN、TOP％、排序、结果过滤、查询结果的二次处理、自定义分组、数值型分段

等等。 

4.6 强大的报表引擎 

亿信 BI 报表引擎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功能，亿信 BI 最终呈现给用户的各种报表和

图形以及其它的数据展现形式都是报表引擎实现的。 

报表引擎分析用户定义的报表格式，并根据分析结果自动生成若干个 OLAP 对象

交给 OLAP 引擎运算，OLAP 引擎查询出来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行一行的比较单调的

数据，报表引擎接下来加工这些数据并经过再次的分析运算将这些数据生成出美观的

报表和图形。 

在这个过程中，报表引擎实现了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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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 OLAP 对象 

2) 报表参数处理 

3) 数据自动分页 

4) 自动分析表内表达式运算顺序，进行表达式运算 

5) 宏替换 

6) 预警功能 

7) 脚本运算 

8) 生成报表和图 

报表引擎所处理的这些复杂的步骤其实对用户是透明的，用户只需要使用报表定

义工具定义出报表，提交给报表引擎后，报表引擎就可以将之处理成期望的美观的表

或图。 

4.7 多数据库连接池技术 

亿信 BI 拥有自主开发的数据库连接池技术，支持所有主流数据库，将所有数据

库的操作和查询用统一的方式提供给 OLAP 引擎，使 OLAP 引擎不需要根据不同的数

据库生成不同的 SQL，数据库连接池会自动根据不同的数据库用最优的 SQL 执行查

询。另外借助这个技术，亿信 BI 还允许用户在管理界面上管理多个数据库连接，增

加、删除或修改连接池。 

4.8 简单易用的报表定义工具 

我们一直坚持简单易用的软件是好软件的必备条件之一，不管亿信 BI 内部有多

复杂的开发技术，我们提供给用户的永远是最简单易用的操作界面，报表定义工具就

是如此。 

与其它的 BI 软件不同，亿信 BI 实施的项目可以不需要二次开发，普通用户就可

以直接使用亿信 BI 提供的报表定义工具定义出各种报表，以实现数据分析展现的需

求。 

这里有必要解释下我们对报表的理解，在亿信 BI 我们将所有数据的展现形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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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报表，它包括：类似 EXCEL 中的表、统计图、仪表盘、领导驾驶舱、流程图、

查询结果等等，在亿信 BI 中我们也是这样实现的。亿信 BI 提供的报表定义工具可以

定义出几乎所有用户需要的数据展现形式。 

4.9 可视化的主题建模界面 

亿信 BI 支持图形化建模功能，用户可以在可视化建模界面中新建、编辑、删除

主题表，能编辑和查看主题和主题之间的关联关系，能编辑和查看主题和维之间的关

系。 

使用图形化建模，可以便捷地定义关联关系，主题与维表关系清晰明了，维表被

引用情况一目了然。 

4.10 数理统计数据挖掘功能 

由于不同的行业对商务智能的需求侧重点不同，亿信 BI 为了满足各行业的分析需

求提供了丰富的数理统计和数据挖掘功能，具体包括如下 2 个方面的功能： 

1) 数理统计分析功能 

为了更好的理解数据，亿信 BI 中提供了丰富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包括

指标描述统计量分析、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

回归分析、数据抽样、时间序列预测等。这些功能从简单到复杂，可以提供对政府和

商业用户关键性能指标（KPI 指标）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全面分析，从而实现更科学的

决策管理； 

2) 数据挖掘功能 

数据仓库中包含大量数据，亿信 BI 提供的数理统计分析功能可以有效的将这些数

据转化为用户可以理解的信息，同时亿信 BI 也提供了高级的数据挖掘功能来充分挖

掘数据的价值，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再进一步转换为知识，用户获取这些知识之后可

以直接对下一步的政府公务和企业商务进行科学决策。亿信 BI 中提供的数据挖掘分

析方法包括：聚类分析、预测分析、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等，这些方法以及它们的

组合应用为商务智能系统提供了无法比拟的高阶分析功能，并能持久的发挥用户的数

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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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支持 OLTP 分析 

OLTP 分析也叫 Realtime BI，就是直接在没有经过 ETL 的数据上进行分析；而

OLAP 分析是在已经建立好的数据仓库上进行分析的。我们知道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与

业务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同步（ETL）是有一定延迟的，所以 OLAP 分析的结果有可能

是某段时间以前的数据，由于 OLTP 分析没有 ETL 的延迟，所以它能获得很好的实时

性。 

亿信 BI 的报表模板支持 OLTP 分析也支持 OLAP 分析，用户可以在同一个报表

模板中使用两种分析；定义 OLTP 分析的操作和定义 OLAP 分析的操作类似，所不同

的是定义 OLTP 分析时可能需要定义者输入 SQL，定义完毕后这两种分析使用起来是

没有任何分别的。 

4.12 内置单点登录接口 

BI 项目的实施往往需要做单点登录（SSO），单点登录首先要做到用户列表和密

码的共享。亿信 BI 的用户库和组织机构库的设计是开放式的，亿信 BI 可以很容易的

读取第三方的用户库和机构库。支持第三方的用户库和机构库来自关系型数据库、

LDAP 服务器或者是其它的专用的开发接口，亿信 BI 还提供了专门的 WEB 设置界面

来设置读取第三方的用户库和机构库，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做定制开发就可以实现与第

三方软件进行用户集成。 

亿信 BI 还内置了一个安全高效的单点登录方案，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就可以实现和

其它系统的单点登录，不需要对参与单点登录的系统进行代码级修改，单点登录过程

中没有通过浏览器进行密码的传递，是非常安全且没有漏洞的。当然，亿信 BI 也可

以使用其它的单点登录方案与第三方系统实现单点登录。 

4.13 支持集群部署 

亿信 BI 支持集群部署方式。 

在集群的环境下，可以提高系统的吞吐量，更好的利用硬件资源。 

集群部署方式中，war 会部署到不同的服务器实例上，对某个服务器实例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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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自动同步到集群环境中的其他节点服务器上。 

4.14 产品国际化 

亿信 BI3.2 以上版本实现了国际化框架，支持通过新增语言包来新增一种语言，

目前已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 

 

4.15 支持海量数据分析 

支持海量存储数据库 PetaBase，PetaBase 是基于 Hadoop 及 Hive，在 Google 的

Dremel 启发下开发的实时交互式 SQL 大数据查询工具，PetaBase 没有再使用缓慢的 

Hive+MapReduce 批处理技术，而是通过使用与商用并行关系数据库中类似的分布式

查询引擎，可以直接从 HDFS 或 HBase 中用 SELECT、JOIN 和统计函数查询数据，

从而大大降低了查询的延迟时间，具有较高的查询性能。 

PetaBase 主要有以下特性： 

面向实时查询，结果秒级返回 

兼容 Hive 的类 sql 语法，包括 UDF、UAF 

可以和 Hive 共享 Metastore 

支持从 HDFS 和 Hbase 读取数据 

运行时环境用 C++实现，并利用了 LLVM 的技术，动态优化执行代码 

5. 支持 JDBC 接口软硬件环境 

5.1 系统支持的软硬件配置 

5.1.1 服务器端 

操作系统： 

任何支持 JDK1.6（或以后版本）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2000/xp/2003/vista 

Linux 

Unix (AIX、 FreeBSD) 

So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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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及版本： 

Oracle 8i /9i /10g/11g 

Mysql 4.0/4.1/5.0 

Sybase ASE 12.5 

Sybase IQ 12.7 

DB2 8.1/9.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2005 

Greenplum 

Teradata 

Petabase 

vertica 

WEB 应用服务器： 

支持主流的应用服务器，包括： 

Tomcat 5.0 

Weblogic /9.0 

Websphere 6.0 

Jboss 4.2 

JDK 环境 

全面支持 JDK1.6 及以后版本。 

5.1.2 客户端 

操作系统 

支持 windows 2000/xp/2003/win7。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9 及以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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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1.2 及以后版本（不支持在线设计报表模板） 

Chrome 

safari 

5.2 推荐配置 

 并发用户数小于 10，在线用户数小于 100，数据量小于 10W 行 

配置项目 服务器（一台） 

硬件配置 

CPU: E5140 或更高 

内存：4G 

硬盘：146G*2 

软件基础环境配

置（32 位） 

操作系统：全部（支持的） 

JAVA 运行环境：JDK 1.6 

中间件：tomcat、weblogic   

操作系统：全部（支持的） 

数据库：全部（支持的） 

建议使用 win+tomcat+mysql，同时部署在一台服务器上 

适合项目：此配置适合用户量少，主要用于演示和软件试用，以及数据量比较小

的生产环境。 

响应时间：页面响应时间小于 5 秒、报表分析查询时间 3-10 秒内。 

备注：此配置下系统可以支持超过预定并发用户数进行页面交互操作，但是限于

CPU 的并发能力，并发报表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会下降。 

 并发用户数小于 50，在线用户数小于 500，数据量小于 50 万行  

配置项目 WEB 服务器（一台） 数据库服务器（一台） 

硬件配置 

CPU: E5140 或更高 X 2 

内存：4G 

硬盘：146G*2 

CPU: E5140 或更高 X 2 

内存：4G 

硬盘：146*2 

软件基础环境配 操作系统：Linux/aix 操作系统：Linux/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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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32/64 位） JAVA 运行环境：JDK 1.6 

中间件： Weblogic 8/9/10  

         Websphere 6/7 

数据库：oracle 9i/10g 

        DB2 

适合项目：此配置适合用户数在 50 左右，主要用于百万级数据量以下的综合分

析项目。 

响应时间：页面响应时间小于 5 秒、报表分析查询时间小于 3-20 秒内（报表复杂

程度有关）。 

备注：此配置下系统可以支持超过预定并发用户数进行页面交互操作，但是限于

CPU 的并发能力，并发报表分析查询响应时间会下降。 

 并发用户数小于 100，在线用户数小于 1000，数据量小于 200 万行  

配置项目 WEB 服务器（一台） 数据库服务器（一台） 

硬件配置 

CPU: E5140 或更高 X 4 

内存：8G 

硬盘：146G*2 

CPU: E7320 或更高 X 4 

内存：8G 

硬盘：146*2 

软件基础环境配

置（建议 64 位） 

操作系统：Linux/aix 

JAVA 运行环境：JDK 1.6 

中间件： Weblogic 8/9/10  

         Websphere 6/7 

操作系统：Linux/aix  

数据库：oracle 9i/10g 

        DB2 

适合项目：此配置适合并发用户数在 100 左右，报表分析并发用户数小于 50，主

要用于百万级数据量左右的综合分析项目。 

响应时间：页面响应时间小于 5 秒、报表分析查询时间小于 3-20 秒内（报表复杂

程度有关）。 

 并发用户数小于 200，在线用户数小于 2000，数据量小于 500 万行  

配置项目 WEB 服务器（一台） 数据库服务器（一台） 

硬件配置 

CPU: E7320 或更高 X 4 

内存 8G 

硬盘：146G*2 

CPU: E7320 或更高 X 8 

内存 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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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基础环境配

置（建议 64 位） 

操作系统：Linux/aix 

JAVA 运行环境：JDK 1.6 

中间件： Weblogic 9/10  

         Websphere 6/7 

操作系统：Linux/aix  

数据库：oracle 9i/10g 

        DB2 

 

适合项目：此配置适合并发用户数在 200 左右，报表分析并发用户数小于 100，

主要用于百万级数据量左右的综合分析项目。 

响应时间：页面响应时间小于 5 秒、报表分析查询时间小于 3-40 秒内（报表复杂

程度有关）。 

 并发用户数大于 200，在线用户数大于 2000，数据量大于 500 万行  

配置项目 WEB 服务器（一台） 数据库服务器（两台） 

硬件配置 

CPU: E7320 或更高 X 4 

内存：16G 以上 

硬盘：146G*2 

CPU: E7320 或更高 X8 

内存 16G 

软件基础环境配

置（建议 64 位） 

操作系统：Linux/aix 

JAVA 运行环境：JDK 1.6 

中间件： Weblogic 9/10  

         Websphere 6/7 

操作系统：Linux/aix  

数据库：oracle 9i/10g 

        DB2 

适合项目：主要用于千万级数据量左右的综合分析项目。 

响应时间：页面响应时间小于 5 秒、报表分析查询时间小于 3-60 秒内（报表复杂

程度有关）。 

备注：此硬件配置可以保证并发能力下的响应，具体的报表分析时间受数据模型、

SQL 复杂程度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