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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FineBI 推出的直连引擎主要是为了解决大数据量的 OLAP 分析和分析的实

时性。基于用户前端的可视化分析操作，通过 FineDirect 数据引擎将其转化为适

应各类数据库方言的查询语言，因此底层数据库的选型与 BI 系统的应用效果有

密切的关系，本文基于帆软多年行业经验和 FineDirect 客户实际案例，将常见的

底层方案做整理，对各方案利弊做一定分析，希望给 FineDirect 分析引擎用户提

供 BI 系统应用建设方面的一些建议。 

 文档主要整理四类常见方案： 

 直连业务系统数据库；中间库（ODS）；数据仓库（DW）；数据集市（DM）

四种方案，每一种方案又细分数据库选型建议。结合帆软客户实际案例，给企业

用户提供建议，供参考（参见图一）。 

 

 

图一、数据分析平台建设底层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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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 1： 直连业务系统数据库  

企业安装部署 FineBI，通过 FineDirect 分析引擎数据模块直接连接业务系

统数据源，通过 FineDirect 分析模块，针对业务系统的原始数据源通过易用的

拖拽操作进行 OLAP 分析和可视化的展示。 

 

总体建议： 

 优势： 

1.几乎不需要实施时间，一天内安装部署完成，即可实现针对业务系统数

据的可视化分析； 

2.获取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的最高； 

 

 劣势： 

1. 查询和分析操作针对业务系统，事务性系统对于查询和分析操作响应效

率差，分析效果差，仅可以完成较小数据量的查询操作； 

2. 查询和分析会影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3. 业务系统数据结构设计多数不适合查询分析操作； 

 

实际用户案例： 

少数情况可以使用，但不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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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 2： 中间库（ODS） 

操作数据存储 ODS（Operational Data Store）是数据仓库体系结构中的

一个可选部分，ODS 具备数据仓库的部分特征和 OLTP 系统的部分特征，它是

“面向主题的、集成的、当前或接近当前的、不断变化的”数据。 

企业将业务系统有查询和分析需要的数据抽取到中间库（ODS 层），安装

部署 FineBI，通过 FineDirect 数据模块对接 ODS 层进行查询分析操作。 

 

数据流从业务库到 ODS 层常用的有两种方式： 

1、 CDC 同步 

这种模式的原理是根据业务库的日志进行数据的同步，因此需要开启业

务库日志。 

优点：实时性高，数据响应快，基本能达秒级。 

缺点：对业务库性能有一定影响，容错率较小，并且运维难度较大，对

数据仓库的数据库种类有要求。例如通过 oracle 的 OGG 中间件实现实时数

据同步。 

 

2、 ETL 抽取 

这种模式的的更新要求业务库数据有时间戳或者其他相关的更新字段，

需要在数据库设计时考虑进去。 

优点：不影响业务系统使用性能，维护量小容错率高。 

缺点：有一定的数据结果延迟，根据数据量大小，进行 ETL 时序设计，



@达孜帆软软件有限公司 Dazi Fanruan Software CO,.Ltd. 

帆软商业智能 FineBI | 自由释放数据潜能 | 官网：www.finebi.com

   

6 

当前数据量下不会超过 N+1 天模式。有一定开发量。 

常用作 ODS 层选型的数据库：Greenplum 等 mpp 数据库；oracle，

sqlserver，mysql等传统关系型数据库。 

 

总体建议： 

总体来说采用建立中间库(ODS)来为 FineDirect 提供数据源的方案： 

 优势: 

1.中间库一般不需要太多的数据库设计，因此实施和开发周期都比较短； 

 2.中间库的数据延迟低，能做到实时分析。 

 3.读写分离，一定程度提高查询效率，减轻业务库压力。 

 

 劣势: 

 1.对于 OLAP 分析来说，由于没有良好的数据处理机制，数据的易用性和查

询效率都不够高。 

 2.通常情况中间库的选型，无法支持较大的数据量，一般场景数据量在百万

级别。 

 

实际用户案例： 

某地产集团：采用 Greenplum数据库作为 ODS层，通过 CDC方式实现实时数

据同步，实现亚秒级实时更新。Greenplum 部署 4个节点，方案可以处理总数据

量 1T，增量数据 1G/每天。当前实际数据总量 40多 G，增量 300M/每天，同场景

查询执行效率与 Sqlserver2008相比提高 8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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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通过 FineDirect 数据引擎连接 Greenplum 中间层，实现实时数据报表

查看和 OLAP数据分析。 

截图: 

 

四、方案③ 数据仓库（DW）（推荐）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是决策支持系统和联机分析应用数据源的结

构化数据环境。数据仓库研究和解决从数据库中获取信息的问题。数据仓库的

特征在于面向主题、集成性、稳定性和时变性。 

 FineBI 的 FineDirect 数据引擎对接用户的数据仓库层是最好的选择，面向

主题的特征正好配合 FineBI 的业务包管理方式，能让管理员更敏捷的准备数

据，同时让用户更好找到想要进行的分析数据，集成性解决了数据规范性，数

据一致性，数据孤岛的问题，更规范完善的数据能让数据分析的结果更有实际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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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BI 按照主题进行数据管理 

 

 

 

 

FineBI 数据模型管理 

 

 管理员在配置好业务包之后，分析人员可以根据有权限的数据，进行自助

拖拽，进行上钻、下钻、切片、换维、同期环期等 OLAP 分析，更能通过

FineBI 丰富的可视化效果实现分析结果的良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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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查询的效率和用户的体验来说，当中的数据仓库的建设是商业智

能（BI）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搭配 FineBI 直连分析引擎，下面给出

一些常见的数据仓库方案建议。 

1.传统关系型单机数据仓库：oracle，sqlserver，mysql，db2； 

这类数据仓库是当前大部分企业都具备的，不过针对日益增长的数据量，和对响应时间的

要求的苛刻，这部分数仓已经不那么能满足需求。不过由于这类数据库，是以事务库为基础

的，因此虽然在进行 olap分析时，效果平平，但是对于并发的支持效果较好，因此更适合于大

量固定报表需求的 BI系统，百万级别数据量。 

2.传统关系型集群数据仓库：.oracle rac，mysql cluster； 

同传统单机型数据仓库，集群的应用让 BI系统的并发支持量更好，适应更大体量的企业

用户。 

3.高性能数据仓库：hana  

以 hana为代表的高性能内存数据库，对于千万级别数据量的用户的分析需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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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Direct 对接效果是比较好的，通常的分析查询都可以做到 5s内响应。 

4.hadoop 类数据仓库：hive，kylin； 

Hadoop 系列的数据仓库，天生可以处理超大数据量，亿级，十亿级别，数据量不是问题。

但是 hive这类数据仓库，对于 olap分析支持效果一般，即查询效率不够高；kylin 是专门为

olap分析而生的数据仓库，建模之后分析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建模过程久，而且不够灵活，有

一定局限性。 

5.mpp 类数据仓库：greenplum，vertica，teradata；（推荐） 

这一类 NewSQL 数据仓库，兼具大数据量的处理能力和 OLAP分析支持的能力，对接

FineDirect 引擎拥有最好的效果，而且不同于 kylin，这类数据库不需要建模，提前生产

cube，因此能充分利用 FineBI 分析功能的灵活性，能真正的解放 IT 人员，实现业务人员的自

助分析。值的一提的是 Greenplum 的开源，也让这款性能良好的数据库能更广泛的在企业选型

中被采用。而 FineBI 直连分析引擎，也搭配 GP数据仓库方案他成功解决了一个个企业用户的

大数据 BI分析的难题。这类数据仓库的缺陷是对于超大并发支持的可能不够好，但是对于数据

分析这种场景这类数据仓库的并发支持也是足够的。 

总体建议： 

总体来说采用建立数据仓库(DW)来为 FineDirect 提供数据源的方案： 

优势： 

1.经过设计的数据仓库，数据的规范性，易用性，复用性都较高，极大

提升用户的查询效率。 

2.数据仓库能够处理的数据量较大，根据用户的场景，从百万级到亿级，

千亿级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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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W 模型开发量较大，糟糕的数据仓库设计对之后 BI 应用有很大影

响。 

2.经过层层的 ETL 处理，数据的实时性不能保证，更多的是针对历史数

据，静态数据的分析。 

实际客户案例： 

某母婴零售：SQLserver2012，单机数据库数据仓库方案，基于执行计划

和索引优化的单机数据仓库也能支持其要求苛刻的 OLAP 分析。部分分钟级别

的执行场景优化后可以秒级出结果。 

 

某证券企业：FineDirect 直连引擎对接 oracle rac 双节点集群的数据仓

库,，处理单表最大 10 亿行，20~30 列，整个 BI 系统用户 600，并发数量

50~100。 

 

某市公安局:FineDirect 直连引擎对接 Greenplum 分布式数据仓库，6个节

点，预计数据总量达到 5T，增量数据 1G/每月。当前实际数据总量 100G ,增

量 600M/每月，用 Greenplum数据仓库之后之前 oracle中 600秒的 sql，执行

时间 3秒以内。数据时效性: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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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④ 数据集市（DM） 

数据集市(Data Mart) ，也叫数据市场，数据集市就是满足特定的部门或者

用户的需求，按照多维的方式进行存储，包括定义维度、需要计算的指标、维度

的层次等，生成面向决策分析需求的数据立方体。 

从范围上来说，数据是从企业范围的数据库、数据仓库，或者是更加专业的

数据仓库中抽取出来的。数据中心的重点就在于它迎合了专业用户群体的特殊需

求，在分析、内容、表现，以及易用方面。 

 

常用作 DM 层选型的数据库： oracle，sqlserver，mysql 等传统关系型数据

库；也有华为 elk这样的大数据平台作为数据加速的数据集市层。 

 

通常情况下数据集市是在数据仓库的加的一层，一种应用场景是按照部门主

题从企业大的数据仓库切分出一块，用来满足该部门的需求，变相解决查询效率

和并发问题。另一种应用场景是，从企业的业务库中，抽取该部门需要的数据，

来建立该部门的数据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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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建议： 

总体来说采用建立数据集市(DM)来为 FineDirect 提供数据源的方案： 

 

优势： 

1.根据业务需求，从数据池整合成结果数据集市。能更方便的管理，并专注

针对主题进行分析。 

2.将部门数据进行切分，能极大提升查询效率，并且解决多部门访问而给

数据仓库带来的并发压力。 

3.多数情况下，数据集市会存放计算的结果集，因此对于复杂的计算指标，

直接展现效率会很高。减少 SQL 会话和事物的处理时间。 

 

劣势： 

1. 多数数据集市不会再采用高成本的数据库，因此数据集市的展现需要依

赖数据库的性能。 

2.多层 ETL，导致数据的及时性和实时性更难保证，而且有赖于 ETL 的效

率。 

 

实际客户案例： 

某市公安局：oracle 数据集市，用户采用了的是 Greeplum 数据仓库加

oracle 数据集集市的方案，大量的明细数据分析在 Greenplum 中计算，常用的

复杂指标，提前处理好存放在 oracle 数据集市中，这样即满足了用户对查询展

现时间的要求，有能让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因为固定的指标面向的访问人群量

大，因此 oracle 数据集市又解决了大并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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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乘用车集团：mysql 数据集市。用户的集团的数据仓库是 hive 搭建的，

但是由于 hive 的一些局限性，导致对于 BI 系统的应用响应不够及时，因此采

用 mysql 数据库作为数据集市，将子公司需要的数据抽取到数据集市，进行查

询和 olap 分析。 

 

 

某电信企业：vertica 单节点数据集市，由于用户的 BI 分析系统数据用到

的是省 hadoop 的数据，因为 hadoop 的速度问题和企业内部的限制，用户将

vertica 作为数据集市，一方面遵循企业内部的限制，一方面 vertica 的性能卓

越，对于用户千万级别的数据量查询和分析的速度都有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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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农商行:elk 大数据平台数据集市。用户的数据仓库是 db2，数据量，计算

复杂的时候，db2 数据仓库还是比较吃力，因此用户将数据量大的表转移到 elk

平台，利用 FineBI 直连引擎的跨数据源关联功能，将数据仓库 db2 的数据和

elk 的数据集市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即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又能加快 BI 系统

的响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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