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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融合集成平台
产品概述
随着全球进入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企业亟需构建新一代数字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数字
化转型需要敏捷、可扩展、弹性、高可用的数据架构和灵活应用，在复杂混合架构中构建现代敏
捷集成和全场景的高效实时数据管理、洞察、决策系统是数字平台的关键，使之能够应对复杂的
多云环境，并且以低开销提升应用开发效率。
数字化转型将帮助企业立体塑造三大能力——数字化联接能力、数字化洞察力、数字化创新
能力。构建数字化联接能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基于已覆盖业务全价值链的信息化能力，在数
字化转型的前期，企业应该专注塑造自身的数字化联接能力。这需要企业将以往相互独立的“烟
囱式”系统打通，构建统一的大数据资源池，并以此为基础打造面向“人、设备、系统、业务”
的互联平台，建立完整的数字化应用体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难题，如缺少统一的设备信息集成途径；数据格式多样
化，难以传输和集成；企业应用上线周期长，如何快速响应业务需求；缺少与合作伙伴分享数据
和后端服务的便捷途径；不同的业务系统存储管理不同数据，访问模式单一任何跨系统的数据汇
总和统计都变得困难且复杂，同时也为系统带来巨大负载压力。面临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一款集成
服务产品，可以提供快速、简单的消息、数据、服务、设备集成能力，打通 IT 与 OT，连接企业
与生态伙伴，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 Data Fabric、实时洞察、API 经济等的需求框架下，可以通过绿洲融合集成平台构建统一
编排、智能数据整合、事件驱动和 API 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现代集成。使用融合集成架构降低开
销、提升敏捷和效率。绿洲融合集成平台是全栈式集成与开放平台，对下解决数据、设备、系统
集成能力，提供数据、消息、API、物联协议等多种集成能力，包括针对批处理和实时场景的数据
集成和应用程序集成服务。对上提供开放、标准的服务，形成跨业务系统、跨网络的数据共享共
用生态，充分发挥数据资产价值，解决数据的分享开放的能力。提供强大的 API 集成框架、极简
的向导试 API 生成、灵活的函数 API 功能。绿洲融合集成平台旨在有效解决企业新旧系统对接、
IT 和 OT 融合等难题，促进与生态合作伙伴的紧密合作，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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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新华三绿洲平台是一款数字底座平台，以打破“信息孤岛”消除“数据烟囱”为理念，帮组企
业把数据用起来，以发挥数据最大价值。
绿洲融合集成平台为各类业务系统，提供 API、消息、数据集成，对业务应用屏蔽底层系统差
异，提供统一服务支撑，帮助开发者快速开发整合现有系统的能力，进行系统集成，来满足数字化
进程中丰富的联接需求的弹性分布式 iPaaS 平台。
绿洲融合集成平台包括消息集成，服务集成，数据集成，资源管理等能力，通过和数据运营平
台的连接，提供标准的数据模型，形成各种业务数据模型。借助资产开发，对常用的 API 形成模板，
实现复用，加速对外服务的提供。此外对常用数据编排脚本，通用能力封装，实现能力的复用，避
免重复的开发。对外开放提供标准化接口和服务模型，如人脸识别，语音合成等作为标准能力输出，
无需用户在融合集成平台进行配置操作。对服务模型进行标准化，实现服务模型的快速复用和对外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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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特性
海量异构数据集成
企业业务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带来了数据的种类的多样性，如传统关系型数据库数
据、消息、API、文件等对数据集成的功能完备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随着业务的发展，数据
量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对数据集成的效率也提出了很高的挑战。绿洲融合集成平台，支持 30+种
类的数据源，提供数据、消息、API、物联协议等多种集成能力，包括针对批处理和实时场景的数
据集成和应用程序高效安全的集成服务，实现一套集成平台完成海量异构数据的集成。
事件驱动的分布式消息队列
物联设备捕获事件生成事件消息，事件消息通过融合集成平台提供统一的分布式消息队列实
时传递，事件的智能处理端系统通过事件的查询和订阅获取消费对应的事件消息，处理后的事件或
者流转形成的案件类消息，通过融合集成平台消息集成实时传递下发，上报和下发采用不同的数据
通道，驱动物联设备做相应的处理，比如闸机的开关，智能照明设备的开关等相应动作。事件的流
转驱动过程使用统一的消息接入机制，标准化的消息通道，降低因使用不同消息组件而产生的系统
对接成本。
安全高效的事件流转中心
绿洲融合集成平台提供持久化的，高吞吐量的准实时消息管道系统，兼容原生 Kafka 消息处理
特性，支持安全的消息传输。消息的发布/订阅通过 SASL 认证，SSL 加密，安全组等加强网路访问
控制，提供事件的存储、事件的查询、事件的订阅、事件的发布、事件的监控等事件产生端和消费
处理端高效的事件接入通道，提供高吞吐量的消息处理服务，延迟可缩小到毫秒级别，支撑事件流
的高效流转。
优化认证体系，和融合集成平台对外提供的认证方式保持一致，提升产品易用性。当融合集成
平台集群扩缩容时，对于事件的 leader，Replicas，Isr 数据，在 WEB 界面上一键重分配。对于新建
或者已建的任务，通过 WEB 界面一键调优，无需通过繁琐的命令行代码一键调优。可以在 WEB 界
面一键查看事件的基本信息以及每个消费者对事件的消费进度，事件概况一览尽知。
一站式 API 开发
系统提供一站式的 API 集成和开发能力，快速开放数据库为 Restful 接口，快速接入合作伙伴
应用系统 API 统一认证授权，支持 API 自定义开发与编排。提供 Oracle、SqlServer、
Mysql、PostgreSQL、
达梦、vertica5 等数据库类型的零编码 API 生成能力，无需手动写 SQL 即可在向导试的流程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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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的开发。过程中对输入参数和输出字段的选择可以自动生成，无需手动配置。关联条件和复杂
的 SQL 查询语句同样支持手动方式配置，配置过程也按照向导试，满足对 API 的开发易用和简捷特
性。第三方接口的认证方式多样性给应用间 API 的使用，数据的连接带来了极大的对接工作量。通
过融合集成平台认证模板和接口的代理转发实现第三方接口能力提供统一接入和统一管理，通过
融合集成平台统一的认证开放，上层应用只需接入融合集成平台的统一认证方式，即可完成原来复
杂的对接工作，极大缩减对接工作量和易用性。函数 API 可以通过编写 js 脚本的方式，实现复杂
场景下的 API 编排，已有的 API 通过函数 API 灵活编排出新的 API 能力，通过函数 API 对接入端
API 差异性的屏蔽，做到 API 统一封装开放满足场景下的 API 需求。
全生命周期的 API 治理
提供三种 API 注册类型，满足 API 注册端的多样性，对已开发的 API 进行测试访问，查看 API
是否正常，对异常的 API 进行相应的修复。测试正常的接口通过部署的 API 网关，完成 API 的对外
开放准备。API 网关支持跨网的 API 开放，帮助企业快速实现跨网协作。授权功能对 API 进行访问
权限授予和回收,生命周期结束的 API 进行删除。产品功能角度，提供 API 的注册、测试、部署、
授权、编辑、删除等全生命周期的 API 管理。业务流程角度，融合集成平台提供应用系统层的数据
库的 API 接入和生成能力，业务流程层提供可视化的服务编排的能力，消费体验层提供安全的授
权、申请、订阅、审批控制能力，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API 管理、监控和治理能力。
全域业务资产管理
提供了数据资产、业务接口和事件消息的集成管理。对业务资产进行注册、测试、部署，提供
集成资产的导入导出功能，支持将注册的资产导出到文件，和从文件中导入。业务资产按照申请、
审批和认证的方式授权给应用工作空间，完成应用的赋能。

产品功能特性
数据集成
1. 图形化操作界面
数据集成提供全流程编排可视化操作，基于 BS 架构兼容多种设备和浏览器访问，提供基于 SWT
的数据抽取、数据处理、数据加载工具，开发人员只需要在图形化界面中通过托拉拽的方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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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实现复杂的任务配置，不需做任何编码，业务人员即可轻松掌控数据流向，系统提供超过 70
个数据处理组件，应对各种负责数据处理，降低数据集成难度及使用门槛。

2. 海量数据源
对诸如数据库连接，ETL 过程，大数据集群相关配置项等常用的资源做到一次配置，多地多次
使用，支持数据源如下：


支持读取、解析半结构化如 Excel、CSV、XML、JSON 等文件并集成；



支持通用关系型数据库接口，如 DB2、SAP HANA、Oracle、SQLServer、MySQL、PostgreSQL、
MongoDB、Redis、达梦等数据库等；



支持 MPP 数据库接口，如 Teradata、Greenplum、Vertica、H3C DataEngine MPP 等；



支持 Hadoop，满足 HDFS、Hive、HBase、Kafka、ElasticSearch 等类型数据的适配；



支持 FTP、SFTP 文件数据的抽取；



支持 WebService、Restful、MQTT；



支持 JDBC 和 ODBC 数据库连接标准 API 等。

3. 强化数据处理
支持批量(离线)同步、实时同步、增量同步、全库迁移能力。基于分布式数据流的数据处理模
型，最大程度的发挥各步骤的处理能力；同时支持多实例并行执行。提供超过七十种数据处理转换
组件集合，支持数据多样化性能处理，简化大批量数据集成中的人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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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统一调度
作业调度支持多时间维度(天、小时、分钟)的任务定时调度，只需要简单几步便可完成数据增
量抽取，配置简单、灵活、易用，支持灵活的、多角度的模型作业调度机制，包括实时调度、定时
调度、时间间隔循环调度等，通过系统整合优化最终实现 All-in-One 的统一自动化调度管理。
5. 全面的运行监控
系统提供了可视化的多维度作业运行监控，使得极佳的易用性获得最大限度的推广，提供运行
环境多个执行器的资源监控，包括 CPU 占用、内存使用、磁盘空间等，通过统一监控，可合理分配
任务的调度，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同时，当任务出现错误、执行器负载过高等场景时，数据集成支
持通过预定义的方式告知用户实时告警信息。
6. 异常容忍机制
无论是服务端还是客户端的异常终止，都不影响到非异常部分的正常工作。例如，服务端异常
终止后，执行器作为作业（任务链）执行容器将继续执行已下发的作业，并在服务启动后，将执行
结果等信息反馈给服务端。
消息集成
1. 安全可靠的消息传输机制
兼容原生的 Kafka 特性，具备原生 Kafka 所有消息处理特性，支持安全的消息传输，通过 Sasl
认证，消息存储加密等措施加强网络访问控制，支持消息数据高可靠，支持消息持久化，多副本存
储机制。
2. 高性能准实时消息处理
消息集成作为数据存储的中间环节，提供高吞吐量的消息处理服务，延迟可缩小到毫秒 ms 级
别。Kafka 原生客户端没有提供查看 Topic 消息内容的机制，消息集成为用户提供了 Web 页面，可

6

产品彩页

实时查看所有 Topic 中所有分区的任意偏移量的消息正文。消息查询主要提供毫秒级、可视化的
Kafka 集群中的消息查询能力，支持按照分区和生产时间进行过滤。
3. 消费进度
对于较大数据量的 Topic 的消费进程，用户可以通过消息集成提供的 Web 页面实时查看消费者
组消费的所有 Topic 的具体分区的消费进度。
4. Topic 重分配
在 Kafka 集群资源使用已超出系统配置的资源时，需要通过扩容 Kafka 节点来实现 Kafka 集群
的资源扩容。新增的 Kafka 节点，只有在创建新的 Topic 才会参与工作，对于之前其他 Broker 节
点上的分区是不会自动均衡的，不能达到负载的效果。当 Kafka 集群扩容以后，为了减轻原 Broker
节点的负载压力，通过消息集成的 Topic 重分配功能将 Topic 的所有分区重新分配到扩容后的所
有节点完成负载均衡。消息集成可以自动生成重分配建议，同时也支持用户手工调整。
5. 全方位消息指标监控
消息集成提供 Kafka 集群的各种监控指标，包括 Topic 堆积量，消息数量，消息容量，生产/
消费请求失败数，被拒绝的字节数，消息转换数量，生产/消费请求数量等。
服务集成
1. 零编码生成 API
平台提供了向导式 API 注册发布，零编码生成服务，操作方便快捷，易用性强。
2. 跨网接口发布
平台提供的 API 网关可以接入不同网络的接口，支持跨网、跨系统的 API 开放，帮助企业快速
实现多网络协作。
3. 服务编排
将已经接入的 API 通过画布方式进行托拉拽串并联关系编排，提供了过滤组件、合并组件以解
决特定业务场景。
编排流程处理：支持将多个 API 的执行顺序，包括先后关系、并列关系，进行依赖关系处理
编排参数解析：将多个 API 的返回结果进行解析，以实现前面 API 的返回结果作为后面 API 的
输入或者整个编排后的 API 的输出
编排流程控制：根据某个 API 的返回结果（可以处理的类型包括：数值、字符串、日期、数组）
决定后续执行流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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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结果组合：将两个 API 返回结果（List 类型）按照某两个字段的值进行组合
编排结果选择：从某些 API 中挑选编排后的 API 的返回值，可以从 API 组件、合并组件中选择

4. 南向认证
平台支持接入第三方带动态认证的接口，可以通过界面配置的方式，快速的解决认证问题，在
用户访问 API 时，只需要通过平台的 API 网关认证，对第三方接口的认证无感知。
5. 容器化运维管理
平台采用容器化集群部署，灵活的容器编排、自动化构建部署，提升了开发运维效率和资源利
用率，提供弹性伸缩、资源隔离、容灾恢复、负载均衡等多元化、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构建复杂
业务场景下的服务高可用和安全可控机制。

运行环境
属性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机器数量

3

≥3（支持扩展）

CPU

2 路× 10 核

2 路× 12 核

内存

256GB

512GB 及以上

系统盘

600GB SAS 盘，2 块 RAID1

600GB SSD 盘，2 块 RAID1

数据盘

7.2krpm SATA 盘，1TB 以上，4 块

10krpm SAS 盘及以上，1.2TB 以上，4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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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网卡

千兆网卡

万兆网卡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h3c.com

北京总部

杭州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 8 号院 利星行中心 1 号楼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路 466 号

邮编：100102

邮编：310052
电话：0571-86760000
传真：0571-86760001

客户服务热线

400-81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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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虽然 H3C 试图在本资料中提供准确的信息，但不保证资料的内容不含有技术性误差或印刷性错误，为此 H3C 对本资料中的不准确不承担任何责任。
H3C 保留在没有通知或提示的情况下对本资料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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