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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由 Parnassusdata 工作人员编写及使用，如有问题或更新汇

报，请联系作者进行修订。 

 

本文目的 

本文为官方文档中文翻译版本，可用于工作使用参考。 

 

相关参考 

Solix 官方文档： 

http://www.solix.com/resources/documentation/ 

 

 

 

 

 

 

 

 

 

 

 

 
  

http://www.solix.com/resources/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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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版权信息 

版权© 2003-2015 Solix 技术公司 

 

声明 

版权所有，本产品或文档受版权保护，并授权分发限制其使用、

复制、发行和重新编译，本产品或文档的任何部分在没有 Solix

技术公司及其许可方（如果有的话）的事先书面授权情况下不得

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转载。 

 

商标 

Solix 企业数据管理套件（EDMS）是 Solix 技术公司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在其他国家可能作为商标受到保护，这里提到的所有

其他产品、服务或公司名称都将以其各自涉及的公司商标或商品

名称进行称谓，包括 本指南中使用的 Oracle，IBM DB2，SQL 等

是其各自相关公司的注册商标。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Java 和所有基于 Java 的商标是 Sun 

Microsystems 公司的注册商标。 

 

关于 Solix 

Solix 技术公司一家提供公共云和私有云企业大数据管理解决方

案的领先供应商。Solix 数据增长方案帮助企业提高应用性能，

降低存储成本，并通过实现信息生命周期管理（ILM）目标满足

合规性和数据隐私要求。 Solix 云计算为数据库归档和应用程序

转移提供了按功能需要付费模式。Solix 企业数据管理套件

（EDMS）软件使企业能够对企业所有数据实施数据库归档，测

试数据管理（数据子集），数据遮盖以及应用程序转移。 Solix

技术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并通过增值经销商（VAR）和

系统集成商建立的网络遍及全球。 

 

您可以通过 http://www.solix.com 访问 Solix 技术。 

 

关于代理 

诗檀软件是 Solix大数据和EDMS解决方案在大中华区域的经销

http://www.sol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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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服务提供商。ParnassusData 是诗檀软件的注册商标。更多

关于诗檀软件，可访问：http://www.parnassusdata.com。 

 

若您对 Solix EDMS 产品感兴趣，或有任何评论和建议，请联系

我们大中华区域的同事： 

 

邮箱: service@parnassusdata.com 

电话: (+86) 13764045638 / 18521710662 

地址: 上海市共和新路 1988 号 10 座 610 室 

 

其产品最终解释权归 Solix 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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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S（EE）和 EDMS（SE）比较 

 

EDMS（EE） 

Solix 企业数据管理套件企业版（EDMS Enterprise Edition / 

EDMS EE）作为业界唯一的统一平台，可对所有企业数据进行

组织和管理，其数据包括有结构化（打包的及自定义的应用程序），

半结构化（电子邮件）及非结构化（文档和图像）数据。 Solix

的 EDMS 为数据库归档，数据库子集及克隆，数据库安全，数

据发现和数据库迁移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 

 

EDMS（SE） 

Solix 企业数据管理套件标准版（EDMS Standard Edition / 

EDMS SE）提供了一组多样化的数据管理功能，可帮助评估数

据的可归档性，分析数据以预测未来几年的数据增长情况，进行

跨（同类）数据库数据归档，可根据合规性对数据进行屏蔽以确

保机密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安全，同时也可以进行跨（同类）数据

库的数据验证工作。 

 

注意 

1. Solix EDMS 标准版（SE）不支持特殊数据类型，例如 

"'BLOB','CLOB','LONG','LONG RAW', 'RAW', 'BFILE', 'XML', 

'IMAGE', 'BINARY', 'VARBINARY', 'BIT', 'BINARY_FLOAT', 

'BINARY_DOUBLE', 'NCLOB', 'TEXT', 'NTEXT', 'UNITEXT' 

等。 

2. 官方仅提供 Solix EDMS 标准版（版本号 2.2）的下载使用，

其功能有限，一般仅作为评估试用。更多功能请咨询 Solix EDMS

企业版（目前版本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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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S（EE）和 EDMS（SE）的功能比较 

 

# 功能 描述 
企业

版 

标准

版 

1 

数据遮盖 / 数据脱敏 

（Data Masking） 
   

数据遮盖 

（Data Masking） 

该功能可对敏感信息进行处理，

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及合规性。   

安全组 

（Security Group） 

安全组可以使用户对多个安全

规则进行分配并分组，在一个执

行期内并行或依次执行它们。以

降低时间消耗。 

  

基于分类数据遮盖 

（Category Based Masking） 

该功能能够对来源于Excel或数

据库的种子数据进行数据掩盖

及脱敏。（即，使用由用户定义

的规则数据来对原始数据进行

遮盖替换） 

  

平文件数据遮盖 

（Flat File Masking） 

该功能能够遮盖非生产环境中

的平文件数据。   

远程方法调用 

RMI （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Solix 还提供 EDMS RMI 服务

来进行自动化程序执行，以加快

数据遮盖处理。 
  

解密 

（Decryption） 
对被遮盖的数据进行解密处理 

  

列引用 

（Column References） 

列引用能够对存在于两个表中

具有关联的相同列名（即., 母 – 

子关系）进行两个表的数据遮

盖。 

  

2 

数据库归档 

（Database Archiving） 
   

数据存档 

（Data Archive） 

数据库归档是对那些不再活跃

使用的数据移至其它单独的存

储设备中的处理，归档后的数据

将更便于长期保留。 

  

数据验证 数据验证是比较不同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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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Validation） 的记录，以确认数据是否一致。

在标准版中，数据验证功能仅用

于数据仓库目的。 

文件归档 

（File Archive） 

该功能能够对事务相关指定位

置的文件进行归档。   

反归档 

（De-Archive） 

反归档是将数据从存档实例移

回到生产实例的处理，不管存档

数据的物理位置在哪里。 
  

分区 

（Partitioning） 

Solix EDMS 分区是设计用来管

理数据库中的大表的一项归档

功能，它可将表分成更小的块 

(即，更易于管理的单元)以方便

数据恢复，同时也提高了性能。 

  

高级归档或分组高级归档 

（Grand Archiving or Group 

Grand Archiving） 

EDMS 能够将不活跃的历史数

据归档以不同的文件格式进行

安全归档，便于更长期保留。 
  

组归档 

（Group Archiving） 

设置组是一组相关联设置的集

合，可以指定使用某个设置分组

来进行操作 
  

分组高级反归档 

（Group Grand 

De-archiving） 

针对高级归档设置组的反归档。 
  

数据归档策略 

（Data Archiving Policies） 

数据归档策略能够新建限制策

略，来对归档处理作业进行数据

限制和验证。 
  

归档设置多级支持 

（Multi-parent support for 

archiving configurations） 

建立元数据结构以灵活地支持

多级关系表归档设计及配置。   

故障恢复 - 回滚功能 

（Failure Recovery - Rollback 

option） 

在运行归档设置以提高归档性

能的同时，提供故障发生时的数

据回滚能力。并且提供了可预览

设置组运行输出的能力。 

  

反归档过程中的表级触发事

件处理 

（Event trigger at table level 

在进行表级反归档时，具有内置

触发功能来处理表触发器的禁

用和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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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e-archive process） 

3 
数据发现 

（Data Discovery） 

Solix EDMS 数据发现功能是在

应用数据遮盖处理之前，快速定

位机密、敏感数据元素的一项功

能。 

  

4 

应用退役 

（Application Retirement） 
   

批量迁移 

（Bulk Migration） 

批量地从遗留的数据库将退役

数据转移到目标数据库/文件。   

平文件迁移 

（Flat File Migration） 

能够将位于源环境的平文件数

据移动到数据库中。这仅当目标

为 Sybase IQ 或大数据应用（如 

HIVE_ON_HBASE）时才可用。 

  

批量迁移 - 卸载 

（Bulk Migration - 

Offloading） 

此功能有助于高效、迅速地将数

据从源数据库卸载到临时区，之

后将那些数据从临时区迁移到

目标库中。 

  

视图生成器 

（View Builder） 

视图生成器允许管理员通过被

迁移的表来创建数据库视图。   

应用保留 

（Application Retention） 

应用保留功能可以使用户能够

指定或修改迁移数据的保留期

限。 
  

数据验证报告 

（Data Validation Report） 

能够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和验证，以确

保迁移的数据与源数据库中数

据一样。 

  

5 

应用框架管理 

（APM :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报告工具能够生成迁移数据报

告，查看从遗留应用迁移来的数

据信息。 
  

已存查询生成器 

（Saved Query Builder） 

可以基于目标数据库中迁移来

的表/视图/设置建立查询并生

成报告。 
  

搜索 

（Search） 

这是一个经过组织的搜索平台，

已经具有广泛的搜索功能，能够

通过搜索包含的相应元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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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或迁移的附件内容找到数据

迁移过程中的目标对象。 

目标视图 

（Object View） 

这些基于多个目标表建立的视

图，可被用于运行或生成相应数

据报告。 
  

目标表 

（Object Tables） 

能够在表级别查看目标数据库

中的迁移来的数据。   

目标表别名 

（Object Table alias） 

能够使用表别名和列别名在

APM 中运行/生成数据报告。   

结构化数据归档至大数据  

（Structured data archiving 

into BigData） 

支持数据库数据的大数据迁移。 
  

目标级保留及回滚能力 

（Object Level Retention with 

roll-off capability） 

提供对象/行级保留及回滚能

力。   

6 

测试数据管理 

（Test Data Management） 

管理数据库克隆和子集，自动化

数据库创建以进行测试，开发，

QA 和其他非生产应用程序使

用。 

  

克隆 

（Cloning） 

可进行模式对象 Schema 克隆，

创建备库以供开发，测试和培训

使用。 
  

子集 

（Subsetting） 

将数据的副本/子集从生产数

据库移动到克隆数据库。   

“同时进行的”数据遮盖 

（Data Masking “On-the- 

Fly”） 

该功能能够遮盖敏感信息，主要

针对非生产数据库（测试，开发

和培训）的使用，防止不适当的

访问或数据意外泄漏。 

  

7 
元数据迁移 

（Metadata Migration） 

能够将元数据从一个知识库移

动到另一个知识库，无论这两个

知识库是在相同或不同的数据

库中。 

  

8 
调度器 

（Scheduler） 

该功能可以对每个作业进行安

排，使其一次或依次自动执行。   

9 状态监视器 状态监视器作为一个仪表板，检
  



  诗檀（上海）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PD Document, from CoE Group 

  12 

（Status Monitor） 查已运行作业的活动状态。 

10 
审计 

（Audit） 

该功能能够对 EDMS 不同层级

的每个活动执行的进行追踪并

生成日志信息。 
  

11 
应用日志 

（Application log） 

该功能可以灵活查看 EDMS 应

用程序的日志详细信息，而无需

通过操作系统层面进行查看。 
  

12 
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评估 

（ILM Assessments） 

能够基于业务规则对可归档数

据进行评估。以图形呈现的方式

对表以及数据库未来增长情况

进行预估。 

  

13 
命令行接口 

（CLI） 

能够通过命令行接口进行批文

件处理（配置/配置组），而不

需使用Solix EDMS图形界面操

作。 

  

14 
虚拟打印机 

（Virtual Printer） 

能够将任意文件转换成 PDF，

并将其存储在大数据环境中。其

可以作为一个打印机，相应用户

接口和API类似于打印机驱动，

但并不真正连接到物理的打印

机上。 

  

15 

MBeans EDMS 监控功能 

（EDMS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via MBeans） 

EDMS 通过引入 MBeans 在同

一个服务器或远程运行以加强

其监测能力，监控作业的运行状

态及性能。 

  

16 
状态管理 

（Manage Status） 

状态管理功能可以使得执行期

间中断的进程在重启时更为顺

畅。 
  

17 

安全漏洞处理 

（Handling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具有处理安全漏洞能力，从而提

高系统的信息保障和安全性   

18 

通用 LDAP 集成 

（Generic LDAP 

Integration） 

   

19 EMDS 大数据集成 提供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归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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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Data Integration with 

EDMS） 

力。 

集群安装 

（Cluster Installation） 
可进行集群安装和测试。 

  

Solr 搜索 

（Solr Search） 

可以全文索引，并从索引中搜索

关键词。   

Kb 大数据功能设置 

（Kb Population） 

可以将归档目标定义为 Hive，

在 KB 中注册源表和 CSV 源文

件。这样就能够创建 Hive 并将

Hbase 表作为目标表进行归档。 

  

迁移 

（Migration） 

 支持迁移中使用列别名，并

支持批量组迁移。 

 支持数据迁移到 HBASE，

也支持从 CSV 文件迁移数

据。 

 支持重复值处理，多主键和

操作系统文件处理。支持按

保留策略和规则设置进行

处理。 

  

 * EDMS（SE）数据归档仅支持在 KB 中建立最多 10 个连接设置 

 * EDMS（SE）数据遮盖仅支持最多 10 张表的数据遮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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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S（EE）和 EDMS（SE）支持的数据库 

 

# 数据库 企业版 标准版 

1 Oracle 
  

2 Sybase SE 
  

3 SQL Server 
  

4 MySQL 
  

5 Teradata 
  

6 MongoDB 
  

7 DB2 07.01 UDB 
  

8 BigData 
  

9 Sybase ASA 或 IQ 
  

10 DB2（SA400） 
  

11 IBM DB2（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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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未解决的问题 

 

问题号 问题描述 解决方案 日期 

    

    

    

 

已解决的问题 

 

问题号 问题描述 解决方案 解决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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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ParnassusData Corporation, Shanghai, China 

Phone: (+86) 13764045638 

http://www.parnassusdata.com/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the contents hereof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is document is not warranted to be error-free, nor 

subject to any other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whether expressed orally or implied in law, 

or including implied warranties and condition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We specifical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is document and 

n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e forme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is document. This 

document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Parnassusdata and dbDa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Parnassusdata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Copyright © 2016 ParnassusDat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parnassusda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