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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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ataFactory V1.1 。  

最后修订日期：2016年04月。  

本白皮书将在阐述数据工厂产品的背景和意义的基础上，详细介绍

ESDataFactory 在技术和功能上的特点。 

1.2 背景介绍 

商业智能和数据仓库技术引入国内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早期的数据集

成和数据融合解决方案通常会选用一些传统的国际厂商的产品。经过多年国内项

目的实践检验，有一定的成效，但缺陷也较为显著。 

其一、产品价格相当昂贵，动辙成百上千万，一般的中小企业很难负担的起； 

其二、产品捆绑力度大，通常想要获得完整的解决方案，除了在购买主产品

外，另外还得购置配套辅助产品； 

其三、周期长，无论是专项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解决方案的实施，都需要较长

的磨合期； 

其四、灵活性不强，项目的实施必须在既定模式下完成，可定制性差。 

随着商业智能技术的演变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和单位意识到商业

智能技术在指导和支撑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这些企业很多单位在开展数据整合

和集成工作项目时，通常面临着实施周期较短、资金短缺、专项人才匮乏、可变

性大等因数，传统的厚重型的数据融合产品无论是在产品价格、应用匹配度和使

用便利性上都很难满足需要。 

1.3 产品定位 

“EsDataFactory是一款专业面向数仓实施的、智能、敏捷的数据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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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应用平台，全方位满足用户对数据管理和数据服务应用时效性和准确性需

求”。  

EsDataFactory是由我公司经过十多年的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项目管理和实

施经验总结、知识沉淀，全力打造的一款同时满足大中小型数据集成和数据管控

的实施利器。很大程度上能降低数据集成实施技术门槛，使复杂的工作简单化、

重复的工作智能化。  

EsDataFactory具有如下特性：  

 B/S 架构，基于 web 应用，升级便利，免客户端安装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区别于其它国产软件套壳式的研发模式 

 敏捷开发模式，集数据建模和 ETL 设计于一体，能快速响应开发，灵活应对

需求变动 

 开发者与应用者视角隔离，支持多人协同定义，共享资料库 

 内置数仓分层结构，提供数仓全局一体化视图，可视化管理和可视化定义 

 内置丰富的数据安全脱敏算法 

 ETL 定义支持数据抽样，转换过程支持边设置边预览 

 基于时间或事件的调度触发模式 

 批量加载和并行计算机制 

2 产品架构 

2.1 产品总线 

底层公共开发平台是所有产品的技术框架层，提供了产品线的通用功能和二

次开发接口，是新产品版本的快速迭代、产品集成和互联互通的基础；数据处理

环节包括采集平台 I@Report 和数据工厂产品；数据应用环节包括 Bi@Report 分

析平台和指标管理平台；在数据治理环节包括数据质量平台和元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工厂作为产品家族数据处理环节中重要的新成员，是贯穿产品线对于数

据加工和处理流程管理的关键工具。内置的数据分层结构和建模组件能很方便的

定义利于分析展现的数据模型用于支撑 BI 数据分析和指标数据呈现，在数据质

量管理平台发现数据问题后，能利用灵活的清洗转换组件为数据质量稳定稳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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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提供帮助，同时数据工厂所维护管理的模型和 ETL 过程以及调度信息，是元

数据管理中重要的技术元数据，为血缘分析和影响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图 1  产品总线图 

2.2 数据工厂架构 

下图是数据工厂产品的功能架构图，数据工厂主要划分为：数据源层、服务

层、适配层、资源层和支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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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品架构图 

数据源层，支持主流的数据库源、平面文本文件、Execl 文件和其它格式数据。 

异构数据源适配层，基于数据库和服务器内存方式，完成异构数据源的适配、整

合和交叉访问。 

服务层，开放数据访问服务，提供 webservices、api 等多种接口服务，直接面向

BI 分析。 

资源层，分为运行区和设计区，运行区是数据处理运行环境，提供调度控制服务、

作业实时运行监控和系统服务质量监控，设计区是数据模型和 ETL 流程设计环

境，内置数据仓库，兼容范式模型、星型模型和雪花模型。 

支撑层，底层框架技术，为模型和 ETL 设计提供组件化服务和计算引擎等。 

3 产品功能特色 

EsDataFactory 是国内少有的基于 B/S架构的数据集成和数据融合工具，充分

的结合了国内外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项目实施特征，而总结出来的专业面向数仓

应用实施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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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工厂集数据建模和 ETL于一体的数仓实施工具。在数仓项目中，通过数

据工厂工具的学习和使用降低项目实施的门槛，使初级工程师也具备能独立承担

起中小型数仓项目建设的能力，避免重复机械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项目维

护成本。在面向行业的数仓应用中，依托数据工厂所提供的数据建模、数据处理

和数据服务功能，实现完备的产品解决方案。 

EsDataFactory 在功能上有如下特色： 

1) 设计区与运行区隔离机制，保证了运行区环境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和设

计不冲突。 

2) 多种可视化建模方式支持，设计者能便捷的完成模型的设计和维护。 

3) 提供大量批量创建的方式完成数据的落地和抽取、转换、装载的数据处

理过程。 

4) 内置数仓分层结构，提供全局和局部的多种可视化的视角，方便使用者

管理和维护模型和 ETL过程。 

5) 丰富的传统组件和特色数仓组件支持，简化 ETL 流程设计。 

6) 完善的数据加密传输技术和脱敏算法，为数据的安全性保驾护航。 

7) 灵活调度策略和可视化流程监控手段支持，保障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3.1 工厂分层 

EsDataFactory 工厂分层模块提供了数据工厂对于分层的定义、维护和管理的

所有功能，主要包括：分层维护、模型主题管理、主题关系维护和扩展属性维护

等。数据工厂分层管理内置标准的数据仓库分层：ODS 层、整合层、汇总层、

集市层，同时可以根据实际的建设规模和要求进行灵活调整，针对不同的分层指

定存储连接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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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厂分层视图 

3.2 模型定义 

EsDataFactory 提供了多种建模方法和便捷方式用于完成模型的创建。向导式

步骤指引，可视化定义，极大程度简化传统建模工具繁琐的人工操作和步骤。目

前数据工厂的建模方式主要支持： 

 创建自定义模型 

 拾取数据库表字段创建模型  

 引用已有数据库表创建模型   

 根据数据库表批量创建模型   

 创建视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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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建模型 

 

图 5 拾取数据库表字段创建 

图 6 字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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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批量建模 

通常在数据仓库项目建设过程中，通常会根据取数源进行数据的初始化贴源

层的落地，贴源层模型与源系统在结构上基本保持一致。EsDataFactory 为适用

本场景提供了方便的批量建模，来完成贴源层模型的创建。 

图 7 批量建模 

批量建模提供的批量的模型名称定义，批量的字段增\删等功能，方便进行模

型的初始化修改。 

3.4 扩展属性维护 

EsDataFactory 提供了模型属性的扩展机制，来完成数据模型的业务信息和业

务属性的管理。不同实施项目中对于数据仓库的管理的范围和职能也不一样。如：

ODS 层所管理的数据模型，除了关心模型相关的名称、约束关系、字段类型等

技术属性，通常还需要管理相关模型的业务资料卡片信息：数据来源、数据频度、

采集方式等，而这些属性本身与建模无关，但是在业务层面又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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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扩展属性管理 

3.5 模型鸟瞰图 

EsDataFactory 提供的模型鸟瞰图主要应用可视化的手段，展现各模型之间的

关系，提供表级和字段级两种视角，同时支持局部聚焦。 

 

图 9 模型鸟瞰图—表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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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模型鸟瞰图—字段展开 

3.6 模型资源查询 

EsDataFactory 提供了类搜索引擎的检索方式，支持简单模式和高级模式，简

单模式能根据模型的中英文名称、字段的中英文名称进行模型的检索，匹配项进

行高亮显示，高级模式能根据扩展属性完成模型资源的检索。 

 

图 11 模型检索 

3.7 模型说明书生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用户经常需要维护数据仓库各分层模型设计的文档，而

文档的编辑和维护非常耗费时间，同时当多人修订的同时也容易产生版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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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库当前结构也难以保持一致性，用户通过数据工厂的模型设计书导出，按

照标准的模版格式，生成相关的设计说明书文档，能极大的减少设计文档编辑和

维护的工作。EsDataFactory 提供了模型说明书的导出功能，完成数据模型字典

的文档化导出。 

3.8 建模快捷方式 

在一些一次性分析的模型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往往希望在模型设计的同时，

完成数据流向映射的定义和数据的抽取。EsDataFactory 针对数据仓库项目各分

层的数据处理特色应用，设计了大量的快捷方式，来辅助用户完成模型创建和数

据抽取的同步操作。 

目前数据工厂支持的常用快捷方式有： 

 

 

图 12 建模快捷方式 

3.9 ETL 过程创建 

EsDataFactory 提供了可视化定义 ETL 作业信息，支持作业的试运行和断点

调试等，丰富的组件支持，能完成 ETL 数据加工的边调试边预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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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TL过程设计器 

 

图 14  数据预览 

3.10 输入输出组件 

EsDataFactory 支持的常用输入输出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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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输入输出组件支持从数据工厂模型中选择模型作为输入输出，表输入输

出组件支持选择任意连接池中的数据库表作为输入和输出表，sql 输入支持根据

sql 数据执行结果集作为输入。 

 

图 15  模型输入 

增量方式支持： 

 时间戳方式 

 全表比对 

 MD5 方式 

 触发器方式 

数据装载方式支持： 

 数据附加 

 数据覆盖 

 数据更新 



  技术白皮书   

 
16 

 

3.11 转换组件 

转换组件支持常用的聚合组件、集合组件、连接组件、过滤组件、排序组件、

路由组件、清洗组件等。 

 

清洗组件支持记录级清洗和字段级清洗，内置 50 多种规则，支持在一个组

件中完成多次清洗转换设置。 

 

图 16  清洗组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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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仓组件 

数仓组件支持常用的：行转列、列转行和一致性维度组件。 

 

所有数仓组件支持转换前转换后的结构以及数据的预览。 

 

图 17  行转列组件 

3.13 脚本组件 

脚本组件提供的外置调用脚本过程接口，支持 sql 脚本、shell 脚本以及存储

过程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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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ETL 过程流 

ETL 过程流编辑器是已图形化的方式完成 ETL 过程的前驱后继关系和调度

顺序的定义。ETL 过程依赖关系分为强制依赖和非强制依赖，强制依赖是指作业

之间有着业务上的依赖关系，前置作业的输出做为后置作业的输入，只有前置作

业执行完成后，才能进行后续作业的调度，而非强制依赖是指作业之间没有任何

的业务依赖关系，为了管理的需要将一组作业进行序列化的处理，在前置作业执

行出错时候，可以选择跳过进入到下一个作业的执行中去。 

 

图 18 ETL过程流编辑器 

ETL 过程流支持的常用组件包括： 

 开始节点 

开始节点是所有流程的根节点，是一个空节点，无输入，但是必须有输出

节点与之相连接，用于标识流程开始。 

 文件监听 

文件监听主要用于对文件事件进行监控，是基于文件到达类 ETL 作业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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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件，文件监听主要通过配置扫描目录、文件名称、文件内容进行判断文件是

否到达，是否传输完毕，然后触发后续的进程。 

 并行节点 

并行节点是用于控制一组作业进行并行操作，通过 多个 ETL 作业与并行

节点连接，用于完成 ETL 作业的并行，并行节点可以通过配置参数，完成连接

并行节点的 ETL 作业全部完成才执行后续或者是满足其一继续执行。 

 分支器 

分支器主要用于控制流程的条件分支，只能拥有一个输入，但是有多个输

出，当输入条件满足任意分支时，才能进行后续操作。 

 脚本组件 

脚本组件用于调用一些系统命令或者脚本（js、shell、bat、sql 等），来完成

ETL 流程后续的触发。 

 通知组件 

通知组件用于完成流程关键节点完毕或者出错的通知事件，当流程中途出

错不能完成后续步骤时，应跳过后续的环节，直接将出错节点的错误信息附加到

通知中发送到通知目的地，通知的方式应包括文件、邮件等。 

 结束节点 

结束节点是所有流程的尾部，是一个空节点，无输出，但是必须有输入节

点与之相连接，用于标识流程已经结束。 

3.15 ETL 过程发布 

EsDataFactory 提供了设计区和运行区隔离的机制，来保证运行环境的稳定和

可靠，所有作业的修订和更改通过在设计区完成调试和试运行后，通过发布机制，

发布到稳定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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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ETL过程发布 

3.16 调度管理 

调度设置主要用于配置作业的计划执行时间。调度设置支持 crontab 表达式，

调度设置能指定到月份、日期、小时、分钟的粒度，也支持按照星期的方式来进

行计划任务的执行。同时能设置调度的时间窗口，重调时间间隔。作业只有在配

置的调度时间达到后才会出发作业的执行，在规定开始时间没能启动作业执行时，

会根据配置的重调时间间隔和重调次数来进行作业的重新启动，在操作时间窗口

和重调次数时，会进行后续的作业运行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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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调度顺序设置 

 

图 21  调度周期设置 

3.17 导入\导出 

EsDataFactory提供了 ETL过程以及过程流的导入\导出功能用于完成 ETL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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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迁移和快速部署，通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发测试环境以及正式环境是完

全隔离的，通过导入\导出功能能很快捷的完成系统的安装上线部署。 

 

 

图 22  ETL过程导入\导出 

3.18 运行监控 

EsDataFactory提供了ETL过程的运行监控功能完成对ETL运行环境的管控。

运行监控主要有两种形式：列表信息和图形监控。 

 列表监控 

列表监控提供的基于 ETL 作业流的语法树列表，列表的顺序需与定义的过程

流的执行顺序保持一致，列表支持根据名称进行 ETL 过程的检索，列表的手工

刷新和自动刷新。 

 

图 23  运行监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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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监控 

图形监控提供的是 ETL 过程流执行情况的总览图，支持图形运行状态的手工

刷新和自动刷新，图形的放大、缩小、自动布局操作。图形中对于不同运行状

态的图例需要用不同颜色的图例进行区分。 

 

图 24  运行监控—图形 

3.19 Ukey 登录认证 

出于数据保密和信息安全的要求，EsDataFactory 提供了内置 Ukey 认证的机

制来控制用户的访问，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到一人一 KEY，杜绝非法访问。  

 

 

图 25  Ukey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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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优势 

4.1 通用性 

EsDataFactory 采用面向对象语言设计，安装部署上与硬件、操作系统无关，

广泛的数据源类型（数据库、文件、表格等）兼容适用于绝大部分数据集成场景，

多种数据变化捕获方法完成数据的增量抽取，丰富的 ETL 组件和清洗转换规则支

持，全方面满足数据加工和数据处理需求。 

4.2 可扩展性 

EsDataFactory 内置了多种函数库，提供跨数据库类型和版本的算法兼容性，

同时支持自定义，提供了丰富的脚本组件、转换组件、清洗组件、存储过程组件、

系统命令组件的方式来保证工具的扩展性。  

4.3 易用性 

EsDataFactory采用JAVA、J2EE模式构建，基于Web瘦客户端架构。服务器应

用部署完毕，在客户端无须安装任何插件，就能直接访问。 

同时，EsDataFactory在设计上充分的结合了大量项目实施习惯和场景要求，

来保证工具的便捷性和易用性。主要包括： 

 敏捷开发模式，集数据建模和 ETL 设计于一体，能快速响应开发，灵活

应对需求变动 

 大量批量创建的方式完成数据的落地和抽取、转换、装载的数据处理过

程 

 开发者与应用者视角隔离，支持多人协同定义，共享资料库 

 可视化模型定义和 ETL 过程定义 

 ETL 定义支持数据抽样，转换过程支持边设置边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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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性 

EsDataFactory 通过 UKEY 登录和用户权限双层认证机制，保证系统使用的

稳定和安全。同时对数据的传输进行了加密传输，内置大量的数据脱敏算法，支

持对系统和数据的操作行为审计，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4.5 高性能 

EsDataFactory 支持数据分区、数据并行计算和并行装载技术来保证数据抽取

和装载的高效性。与此同时，数据工厂支持大量的基于数据库或操作系统脚本语

言和技术，来提供数据的抽取和装载性能。 

4.6 可靠性 

EsDataFactory支持数据缓存、端点续传和错误通知等技术，保证工具使用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5 硬软件环境 

5.1 硬件环境 

以下为EsDataFactory的硬件配置基本要求，适用于一般的企业数据工厂应用要

求。 

配置项目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客户端硬件 

CPU E5140 或更高 X 4 E7320 或更高 X 4 

Intel Pentium4 主频

2 GHz或同等级别CPU x 

1 

内存 8G 8G 2G 

存储 120G 120G 80G 

网络环境 
高速光纤互连网络，或

1000M 以上网卡 

高速光纤互连网络，或

1000M 以上网卡 

高速光纤互连网络，或

1000M 以上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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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服务器端 

任何支持JDK1.6.0（或以后版本）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2000/xp/2003/vista/7  

Linux  

Unix (AIX、 FreeBSD)  

Solaris  

 客户端 

支持windows 2000/xp/2003/vista/7 

数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及版本：  

Oracle 9i /10g及以上  

Mysql 4.0/4.1/5.0  

DM 7.0  

Web 应用服务器： 

支持主流的应用服务器，包括：  

Tomcat 5.0 

Weblogic 8.0/9.0及以上  

JAVA 虚拟机： 

 服务器端  

Java SDK 1.6.0 以上版本 

 客户端      

Java SDK 1.6.0 以上版本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8 及以后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