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云海佳信科技有限公司 
  

MacroData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云海睿视数据可视化平台      

白皮书      



          云海睿视数据可视化平台                                        MacroData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1 

 

版权声明 © 2020 北京云海佳信科技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云海佳信书面许可，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件中的

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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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定位 
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和现代智能终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已

经到来。大到企业、政府、媒体部门，小到个人，每天都在进行各种数据的"读

"。各种各样的复杂数据和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从

海量信息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能立即产生一定的相关结果，供决策者做出正确

的决策。 

数据可视化技术是指可视化技术在大数据方面的应用，将数据信息转化为

视觉形式的过程，以此增强数据呈现的效果，用户可以以更加直观的交互方式进

行数据观察和分析，从而发现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使企业数据分析工作将从繁重

的分析挖掘流水线中解脱出来，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即可得到最终的答案。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为了让大众更方便地享受数据结果，数据可视化技

术应运而生。传统的可视化技术基于计算机图形的绘制，在传统的可视化技术的

基础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数据图象处理技术和其他主流智能技术的发

展，现代可视化技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 

产品定位 

云海睿视是一个 DVaaS（Data Visualization as a Service）平台，面向

业务人员/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致力于提供一站式数据可视化

解决方案,既可作为公有云/私有云独立部署使用，也可作为可视化插件集成到三

方系统,用户只需在可视化 UI 上简单配置即可服务多种数据可视化应用，并支

持高级交互/行业分析/模式探索/社交智能等可视化功能。 



          云海睿视数据可视化平台                                        MacroData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4 

产品围绕 View（数据视图）与 Widget（可视化组件）两个核心概念设计，

View 是数据的结构化形态，一切逻辑/权限/服务等相关都是从 View 展开，

Widget 是数据的可视化形态，一切展示/交互/引导等都是从 Widget 展开，

作为数据可视化的两种不同形态，二者相辅相成，让用户拥有一致的体验和认识。 

在数据可视化领域里，云海睿视重视基础的交互能力和多种多样的图表选

择能力，同时更加重视集成定制能力和社交智能展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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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系统架构 

 

系统架构围绕 View（数据视图）与 Widget（可视化组件）两个核心概念

设计，基于丰富数据源的接入支撑，通过数据视图配置生成管理，结合可视化组

件拖拽式的效果定制渲染等，最终基于不同载体下实现数据可视化展示： 

n 数据源（DataSource）是可视化的基础，数据源的覆盖范围决定了数

据可视化的基础能力，可视化数据的引入从数据源开始； 

n 数据视图（View）是数据的结构化形态，一切逻辑/权限/服务等相关都

是从 View 展开； 

n 可视化组件（Widget）是数据的可视化形态，一切展示/交互/引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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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 Widget 展开。 

n 可视化（Visualization）做为输出窗口，支持多种载体形态的自适应输

出，实现最终数据的全面展示。 

主要功能介绍 

 

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DataSource）管理用于管理数据可视化需要接入数据的连接配置，

云海睿视支持的数据源包括： 

n 常用关系型数据库，包括 mysql、oracle、sqlserver、KingBase、达

梦等符合 JDBC 标准规范的关系型数据库； 

n 支持简单表头、多表头的 CSV、Excel 等文件格式数据源 

n 支 持 不 同 特 点 的 分 布 式 大 数 据 的 数 据 源 ， 包 括 mongodb 、

elasticSearch、cassandra、InfluxDB、MaxComute、hana、impala

及 Hive 等； 

n 支持标准 API 接口模式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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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支持表单就的导入及人工录入等； 

数据视图管理 

数据视图（View）用于管理用户编写的数据脚本及模板，解析处理相关数

据脚本，实现数据可视化选定数据预览以及对执行后获取到的数据模型以及行列

权限进行配置。 

 

可视化组件 

可视化组件（Widget）是 睿视打造可视化应用的最小单元。依据数据视图

（View）提供的数据模型对数据结果进行二次聚合分组，并对二次加工的数据

进行可视化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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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丰富的数据可视化组件供，给用户提供直观快速的可视化探索分

析，了解自己的数据、发现数据问题。用户只需进行简单拖拽操作，选择自己需

要的分析字段，几秒内即可看到自己的数据，通过下钻上卷，迅速了解数据汇总

情况。 

多维分析 

系统根据数据类型，可自动识别维度和指标，对维度和指标提供丰富的

分析功能，如可设置钻取层级，数据分组计算，指标求和、平均数、计数、去

重计数、最大值、最小值等； 

指标区域内的字段可以进行数值格式设置，支持格式包括，数值、货币、

百分比、科学型、文本型、日期型等多种数据格式； 

可视化分析支持按照任意字段进行数据筛选过滤，支持固定值、条件、

和日期等多种筛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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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图表 

系统提供丰富的可视化图表组件，并通过样式设置直观的显示用户分析

效果。可视化组件包括：透视图、表格、翻牌器、折线图、柱状图、饼图、散

点图、雷达图、桑基图、平行坐标图、地图、气泡图、热力图、飞行图、双 Y

轴图、富文本、仪表板、词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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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允许用户将多个数据可视化分析组件组合成一个仪表板或大屏，

提供面向分析主题的数据呈现。用户可基于仪表板监测关键指标，定期进行工作

汇报，从传统的低效 Excel，PPT 中解放出来。 

自动布局：系统提供多重布局模板，支持可视化组件自动排版布局； 

数据联动：通过组件联动，可实现关联分析； 

数据过滤：支持条件参数设置，对数据进行过滤； 

自动刷新：支持手动和自动刷新设置。 

数据分享 

可视化结果可通过数据分享，分享链接给相关人员，数据分享分为普通分享

和授权分享，普通分享无用户安全认证，授权分享只有授权用户才才可查看。 

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支持用户对已完成的可视化应用配置定时任务，定时进行可视化分

析，并允许将可视化分析结果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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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适应多平台 

数据集成平台基于 Java 技术开发，受益于 Java 的跨平台特性，数据集成

平台支持跨平台，可部署运行在 Windows、Linux、MacOS、AIX 等操作系统

中。 

强大数据接入能力 

适配丰富数据源，包括种关系型数据库，分布式式大数据、文件、接口等，

提供图形化数据建模、数据计算和多维分析。 

丰富可视化组件 

内置丰富可视化组件，供用户拖拽式快速设计组合出复杂、酷炫、新颖的数

据维度分析展示。 

支持基于数据模型拖拽智能生成可视化组件，支持的组件包括多种样式透视

表、各种表格、翻牌器、折线图、柱状图、散点图、饼图、漏斗图、雷达图、桑

基图、平行坐标图、地图(常规地图、气泡图、热力图、飞行图)、词云、瀑布图、

内嵌网页、富文本、双 Y 轴图、仪表盘等。 

灵活的自助式编排 

可视化组件以及其内的设计元素，可根据用户需要自定义设置布局和位置，

大小、颜色调整，所见即所得，充分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数据展示要求。 

强大的交互设计 

丰富 Web 交互组件和事件机制，提供图表间、页面间灵活多样的参数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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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联动； 

灵活安全的可视化分享 

提供对可视化设计成果的链接分享、下载，并提供可靠数据安全保护。 

多屏自适应 

支持大屏、PC、Pad、手机移动端等多屏自适应。 

便捷集成 

n 支持安全 URL 嵌入式集成； 

n 支持 JS 融入式集成； 

n 支撑二次开发与功能拓展，充分适应不同业务人员的个性化需求，快速

打造属于自己的数据可视化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