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 将数据转换为宝贵的业务信息。
■ 从相关数据中发现新的洞察。
■ 通过提高数据质量和发现能力而控制风险。
产品资料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数据转换与探索解决方案
了解详情
企业对数据越来越重视，因为我们现在
生活在一个充满信息且 24/7 互连的世界
中。除了当前拥有的海量旧数据外，多
种格式的新内容以惊人的速度涌入企业
中。企业面临着如何分解这些数据并使
其发挥效用的挑战。如果您能汇总所有
组织数据（内部或外部），对数据进行
分门别类，并且使您的知识型员工能够
独立进行深入挖掘，这会带来什么效益
呢？设想一下：如果将数据用于确定趋
势，发现新机遇，并且采用经过汇总的
相关数据集而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会给
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另外，您还可以
通过预防数据变成暗数据而持续优化资
源的利用率。

连接、转换、丰富和处理

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对极为活跃的开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可对 Hitachi

发人员社区很有吸引力。它们可以利用
该产品的可扩展性，将其与您的其他服

Vantara 和第三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自
动提取、分类、丰富和归类，无论这些数
据位于本地还是云端，也无论是否在异构
数据库中（内部和外部）。这种方法显著
缩短了搜索所需数据或者创建已存在的数

务集成，或者根据使用对象的需求而定
制新的解决方案和用户体验。

据的时间。此外，Content Intelligence 解

Content Intelligence 充分利用数据的配
置，并通过查询服务提供索引，进而从

决方案：

企业数据中生成建议。这些建议基于用

户的请求。它们可能来自解决方案的第
■ 根据自动分类和归类进行数据探索指导。 一个适用的用例 – 搜索，或通过用户对
Content Intelligence 和现有应用集成或
■ 通过统一不同地点和类型的数据接入而
者通过创建定制应用的经验而得出。
立即洞察您的数据。
■

通过将数据转换为宝贵的业务信息而获
得重要洞察。

■

通过精细访问控制和安全系统集成而管
理对敏感数据的访问。

如何运行
如图 1 所示，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能够连接并针对驻留在以下

采用个性化和自助式特性及用户体验，

立数据库中探索和发现相关、宝贵和真实

设备中的数据生成索引，包括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HCP)、HCP

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人员提供正确

信息的挑战。它们需要一种能够从大量深
层数据中快速发现洞察的解决方案。

Anywhere、远程 CIFS/NFS 共享、数据

的数据。

库、HDFS、远端的存储池，以及其他多
种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源。

企业必须应对从日益增多的数据来源和孤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可帮助企业
将多结构数据转换为宝贵业务信息。
Content Intelligence 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
起，创建了一个集中的信息中心，帮助您
的员工快速探索、发现并查找可行的业务
洞察。

■

以创新、智能的方式理解数据

一旦连接了数据源，Hitachi Content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是一种数据

Intelligence 就可以支持多个处理工作流，
并允许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接入包含数据

建议解决方案，秉承了开放核心架构的丰
富特性、伸缩能力和可扩展性。集成、封
装和扩展开源保证了 Content
Intelligence 拥有成熟且广泛采用的代
码库，而且该代码库已经在多个行业、垂
直市场和多个应用上使用。

分析、提取、转换和丰富等级联处理器的
综合数据级联处理器存储库，以供根据具
体条件而使用。

在数据处理完成后，结果可以存储在多个具
有访问控制措施的地点，以确保仅授权用户
能够访问特定数据。

数据层

服务器层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提供了专门的
接口，用于通过以下方式执行必要的解决
方案配置、内容分析和转换、个性化结果
访问等功能：
IT 管理员使用管理控制台监控、配置并将
解决方案集成到现有 IT 服务中。




系统配置
集群管理
安全与服务






工作流设计器
数据连接
处理管道
元数据编辑器
索引连接




监控工具
性能仪表板
任务管理

■

■

内容管理员和数据架构师使用工作流设计

客户机层





Hitachi
Content
Search

数据索引 数据索引 数据索引

器创建与数据库的连接，设计处理管道，

设计工作流
定制系统
工作流执行
访问控制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应用集成或定制应用

管
理
控
制
台
最
终
用
户
体
验

以提取和组合内容，并且定义处理结果
如何以及在何处存储。
■

最终用户接入一个由 Content

图 1.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架构

Intelligence 提供和支持的搜索和发现
界面。该应用允许采用数据归类、自然
语言搜索和数据优化能力与个性化结果

表 1. 系统要求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实例的要求

交互，从而提供直观且用户友好的体验。
■

操作系统

存储管理员可以使用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对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进行
更好的性能监控和分析。作为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的一项功能，该软件
能够全面监控多个 HCP 集群，并提供定
制的可视化和仪表板，从而改进存储、计
算和网络资源的容量规划。

16GB（最少），32GB（推荐）
磁盘空间

■

Content
Web Services。
■

集群规模，并且可扩展到 10,000 多个
■

性，其地理范围可以扩展，而且其架构具

集成到现有目录服务中，例如轻量级数据

OpenLDAP 和 389 Directory Server。

高可用性、灵活部署：无论物理、虚拟或
托管方式，Content Intelligence 作为一种
集群解决方案，根据所处理的数据的重要

安全可靠：通过保证仅授权用户有权接入
指定结果，保证数据的敏感性。这种能力
访问协议 (LDAP) 兼容的服务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个性化结果、精细控制：为访问数据的
用户或用户组定制结果集视图，定义文
档级安全控制，并应用基于角色的访问
规则。

构，Content Intelligence 可支持动态

■

x86 服务器上。

Content

高度扩展能力：基于开放核心的集群架

事例。

50GB（最少），500GB（推荐）
Content

灵活部署选项：可选择裸机、纯软件或
云端部署。

v1.13.1 或更高版本

4 核（最少）， 8 核（推荐）

架构优点
■

64 位

总结
作为数字化转型市场的领导 者，Hitachi
Vantara 拥有独特的优势，可帮助企业将
数字发现能力融合到企业中。我们的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解决方案能
够有效地展现洞察信息，以实现更快的决
策、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业务风险的控制。

有容错能力。
■

可扩展：针对您处理的数据而创建定制
的数据连接、转换和补充阶段。Content
Intelligence 提供了包含全面特性的软件
开发人员套件。其 RESTful 应用编程接
口支持能力可用于创建定制连接和阶段、
解决方案与现有组织工具的集成，和/或
新应用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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