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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ESB以“服务”为核心，采用数据可视化技术支撑呈现和操作，在制作、运维、监视、管
理、审计、安全、高可靠七大方面提供全方位能力，并通过开放REST API实现强集成能力，在
支撑业务与IT的一致性实践的同时，便于与外部平台快速融合。

东方通明星软件产品之

可视化，丰富API接口，更易用的企业服务总线
400-650-7088
www.to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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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面临的挑战

随着IT应用建设的发展，应用整合已经成为当前信

单纯的业务层面提出了集成需求，单纯的IT层面提出

息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需求。不同系统间使用什么样的

松耦合架构需求，然而业务结合IT之后又提出了标准化、

接口、采用什么样的连接结构，是用户集成方案中必须

可监控、可运维、可扩展等等一系列需求。由于IT的建设

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图一时方便，有些用户会采用

必然是为业务服务，所以从IT满足业务的角度分析，IT建

“点对点直连”这种“紧耦合”的架构，虽然能解燃眉

设与业务需求及业务发展需求之间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则

之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口连接会变得混乱，以至

IT建设的价值越大。

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难以进行改变，还给管理

在应用集成领域，ESB中间件则成为了实现IT和业务

工作带来困难。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 Oriented

一致性要求的唯一和必备入口：它因SOA而诞生，继承

Architecture，缩写SOA），强调采用“服务”作为

了SOA对松耦合企业架构、标准化等要求和能力；它自

系统的接口，通过企业服务总线（Enterprise Service

身可以多种协议和接口连接，从而集成外部系统；它自身

Bus，简称ESB）解耦服务的直连调用关系，使得系统间

提供良好的横向和纵向扩展能力，横向可扩展面向服务行

服务的发现、调用和组装更加灵活，已成为当今应用集成

为的监控、审计、管理等能力，纵向可扩展与BPM、门

的首选方案。

户等及系统集成能力。

为了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企业内部的应用软件也
逐渐增多，于是出现了种类繁多的OA、ERP、PDM、
PLM、CRM、SCM、财务等系统和应用软件，导致资
源孤岛林立，系统集成成了CIO的噩梦。在众多的企业应
用系统之间又有很多共性，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重复
投资的现象，如何把原来的IT资产整合起来，提高资源的
重用性，成为摆在CIO面前的一道难题。同时，不断出现
的新业务使得老系统已经无法适应，跟不上市场和客户的
需求，企业需要把这些新业务需求快速建设到应用系统中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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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ESB核心价值

国产环境适配

安全管理

TongESB产品由开发工具、管理中心、ESB服务

TongESB提供完整的Web Service跨网络通讯的安

器3部分组成，产品支持在中标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上运

全机制，包括HTTPS、Web Service访问的身份验证机

行，并在航天科工国产化项目环境中得到验证。

制，消息加密/解密传输机制，消息的签名和验签机制，
并提供基于JAAS方式的身份验证和授权扩展机制，在传

大数据适配

输层、消息层、应用层提供安全防护措施。

提供HDFS、HBase、Hive SQL及Kafka适配。提
供读HDFS文件，解析分隔符文件及部分Hadoop类型文

集群管理

件的功能；结果数据类型可以自动转换为JSON。提供查

TongESB提供对集群的Web方式管理，支持对分发

询HBase的功能，可以配置使用内置过滤器或自定义过滤

器、HTTP分发请求、Web服务分发请求的统一配置和管

器；结果数据类型可以自动转换为DOM、JSON。提供

理，服务列表中所有服务可选择加入和退出集群，实现一

配置Hive SQL访问Hive的功能；结果数据类型可以自动

体化的、Web方式的集群管理功能。

转换为DOM、JSON。提供与Kafka集群的互操作能力，
通过一定的策略，实现向指定主题发送消息或者从指定主
题接收消息。

行为审计
TongESB提供行为审计能力，区别于传统日志记录
形式的审计，TongESB记录基于管理中心的谁、在什么

服务管理
TongESB具备服务目录模块，该模块具备服务的发
现、注册、变更、撤销、审批、发布、卸载和查询8大功

时间、对谁、进行了什么操作，以及操作结果、操作明
细、耗时、失败异常信息等契合业务的记录模式，更好的
满足安全、管理等业务诉求。

能，且服务发现通过自动捕获运行环境信息，服务的自动
发现，审批、发布、卸载有批量操作能力。此外，服务目
录作为监控管理中心的子模块之一，所有功能的操作和使
用均在Web端完成，简单易用。

服务监视
首先，TongESB管理中心提供“服务关系”功能，
能够监视到服务的访问者IP，并支持按业务需要录入访问
者IP的访问者名称和访问者说明。其次，TongESB管理

简易服务

中心提供对服务的响应时间、调用情况的可视化监视，且

TongESB针对Web服务和HTTP/REST服务提供身

可视化效果可操作，可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实时分析。同

份验证和携带身份信息功能，两个功能可使用其一也可

时，TongESB管理中心的监视模块采用可视化技术实现

同时使用，即支持代理后封装一层用户名/口令、携带用

服务的监视，对服务的响应时间、负载情况提供历史状态

户名/口令访问原服务和原服务要求用户名/口令验证时

和实时状态查看功能，且所有可视化效果均可灵活操作。

TongESB可在代理后赋予新的用户名/口令，并实现两套
用户名/口令的自动二次封装和转换。

集成能力
TongESB提供丰富API接口（RESTful），接口涵
盖权限、运维、监视、服务管控、审计、安全6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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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总线

其他特点

━━

标准的、健壮的、高性能的企业服务总线（ESB）

━━

丰富的服务类型（Web Service、HTTP、JMS、
REST）支持，提供服务集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

提供服务的访问策略、质量控制和安全防护机制

━━

内置丰富的适配器与集成组件，提供外接适配器插
件的集成框架

━━

图形化的开发管理工具，灵活的开发资源存取策略

━━

完善的监控管理工具，标准的访问控制接口

━━

跨平台的安装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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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某所应用集成
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启之际，中国航天

●●

数据有效交互

科技集团某研究所结合诺兰模型理论、米歇模型理论以及

该单位通过数据集成的实践，从数据及时性、准确性

当前信息化现状与发展计划，清晰了该单位信息化处于诺

和一致性等方面实现了业务系统间有效的数据共享，降低了

兰模型的控制阶段到集成阶段之间、米歇模型的增长阶段

因数据质量问题导致的业务无效或业务效率低下等问题。

和成熟阶段之间，表明该阶段信息化的核心在于以业务为

●●

业务松耦合集成

牵引的资源整合集成到资源有效管理与应用。所以，该单

该单位通过服务集成的实践，将业务系统间点对点集

位确定先以基于中间件集成整合技术为手段，逐步实现管

成模式逐渐转为基于中介模式的集成，以松耦合、易扩展

理、经营、设计、工艺、生产各版本知识与资源的有效集

的集成架构为业务交互与变更带来了敏捷性和易维护性。

成整合，过程中并行启动信息资源标准化、规范化的资源

●●

业务交互责任仲裁

管理平台建设，力争在“十三五”前期完成支撑于该单位

该单位通过总线的实践，可清晰掌握系统间数据和

对内对外的业务协同、资源共享的长效支撑IT平台的建设。

接口交互过程的异常原因，通过接口关系明确业务关联和

该研究所提出了 “一个平台，一个体系，一个标

异常责任的仲裁。

准”的要求，原有的信息系统特别是核心应用系统将进行

●●

资源交互监视

深度的整合或重构，同时为提高信息快速交付的能力及信

该单位通过总线的实践，可清晰掌握资源以何种方

息系统标准化水平，满足高可用、可重用和管理可控的信

式在进行交互，以及对交互方式、过程、结果进行全生命

息化需要，具体从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应用集成、业务

周期的监视。

联动；统一管理、集中监控；基础支撑、横纵扩展四方面

●●

着手提升IT能力。

长效基础支撑
总线定位为该单位信息化的底层支撑，实现了已有

该单位与东方通合作，以单位人资、AVIDM、档

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并通过标准化约束和开放

案、资产、合同、项目管理、BPM、信息门户、财务等

接入方式，可实现在建和待建的系统快速融入当前IT环境

系统作为业务能力提升的目标，通过搭建服务总线ESB

中，同时，总线可与资源管理、主数据管理、BPM、门

和数据集成ETL两个工具型产品，解决不同系统间数据共

户等其他上层平台快速标准化的对接，从而为该单位的信

享、数据资源准确性和一致性问题。实现了以下效果：

息化提供了长效的支撑。

数据总线
可供调用的业务服务

可供调用的业务服务

业务流程数据处理

可供调用的业务服务
业务活动监控

企业服务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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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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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BPM
系统

科研计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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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平台
统一代码库

人资主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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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

信息系统应用集成标准规范

业务接口梳理

可供调用的业务服务

了解东方通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tongtech.com
或关注东方通官方微信：ton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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