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未来
 
未来将属于创新者，属于那些创造全新路径用以驾驭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海量、快速
变化和类型丰富的数据的人。强大、智能的应用程序必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商业模式
和社会。

但是应用功能的强大有赖于它们所在的平台。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能够更加快
速、简便地创建实时、富数据应用，从而实现创新与变革。它基于我们公司的产品设计
理念，即：软件应具备互操作性、可靠性、易用性和可扩展性。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可提供一切便利条件，用以创建当下所需的应用。它通过一
个单一的可靠、安全、易用的平台来提供大规模可扩展、超高性能的数据管理、灵活的
互操作以及开放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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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数据是大数据、超大数据、甚至是富数据。现代应用程
序必须足以应对当下产生的，以难以想象的数量、速度和种类
在不断激增的数据。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构建在高性能的数据管理技术之上。
它提供对多种数据模型的无缝高速 SQL 访问，并能够对事务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此外，InterSystems IRIS 还能够在横向和纵
向进行大规模扩展。

统一的多模型数据库

在 InterSystems IRIS 中，数据可以建模并存储为表格、对
象、文档或多维数组形式。这种灵活的数据访问使得您能够
从多种来源获取数据，并以最佳方式匹配您的应用。

此外，InterSystems IRIS 还采用了独特的文本搜索技术，
因此您可以从非结构化文本数据本身搜集信息，而无需预先
界定字典或词库。

多工作负载

InterSystems IRIS 速度如此之快，它能够直接基于事务数据进
行分析，而不再需要维护单独的操作数据库和分析数据库。您
的应用可以为用户提供近乎实时的数据洞察。

大规模可扩展性

InterSystems 所有产品均可通过并行 SQL 处理实现纵向扩
展，并通过我们独有的企业缓存协议(ECP)来横向扩展您的
应用所处理的用户数量。在这些功能之上，InterSystems 

IRIS 还添加了分区(sharding，即：将超大型数据库分布
至多台机器)，从而大大提升了数据的横向扩展力。有了 

InterSystems IRIS，您的应用能够基于海量数据提供大规模
事务处理和分析功能。
 

可扩展的数据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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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案例

当然，每个行业都能够受益于可扩展的应用，但对可扩展
性要求最严苛的领域应该是金融服务业。

以一家大型投资公司或银行为例。他们必须从多个交易所
实时收集交易信息、分析趋势、即时评估客户风险，以便
交易员能够采取适当措施。此外，他们还必须保存海量的
数据，以满足各种各样的法规要求。

对于一家投资公司来说，维护多个数据存储库并不罕见：一
个用于收集不断涌入的市场数据，一个用于分析每天的价值
数据，一个用于保存最近一周或一个月的价值数据，还有一
个用于永久存储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利用 InterSystems 

IRIS 的可扩展性和多工作负载功能，金融服务机构可以消除
延时、维护更少的数据存储、简化操作并降低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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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互操作性
在如今高度互联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可以独立存在。至
少，它们必须能够与周围的世界双向共享数据。在理想的情况
下，创新的应用能够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和功能，通过新的方法
改善整个地区或行业的人们的生活。

InterSystems IRIS 包含一个完善的互操作性引擎。它针对常用
的应用、技术和协议提供一系列可扩展和可定制的适配器库。它
拥有各种图形编辑器，用于数据转换和业务流程编排。它支持集
成解决方案的业务规则、人工工作流程和端到端管理。简而言
之，InterSystems IRIS 使您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连接数据、应
用、人员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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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具 备 灵 活 的 互 操 作
性，InterSystems IRIS 

是您构建各种解决方案的
理想之选，整合并充分利
用各种医疗信息，以便随
时随地将所有相关信息呈
现给医务人员。

互操作性案例

当你思考哪些领域能够从灵活的互操作性中获益最大的时候，
首先映入您脑海的想必是医疗行业。试想一下，有多少医务人
员需要了解您的全部或部分病史，以便为您提供最佳的诊疗服
务。(也试想一下，有多少次是您在他们面前坐下后，交给他
们各种各样的纸质病例。) 再试想一下，构成您个人病史的医
疗数据可谓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开放式分析能力
“分析”一词内涵十分丰富。它可以指代实时仪表盘、数据挖掘、机
器学习、预测分析等等内容。您的重要应用可能会通过同类最佳的专
业工具实现各种不同的分析功能，因此您需要一个支持所有这些工具
的数据平台。

除了用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内置分析功能之外，InterSystems 
IRIS 还带有一个连接器，可与 Apache Spark 分析架构相连。因此，
InterSystems IRIS 是一个开放式的分析平台，它使您能够选用任意
工具，帮助用户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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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分析案例

物联网(loT)是指产生连续数据流的设备或机器网络，其中大部分
数据必须进行实时分析。越来越多的机构利用物联网来提升运营
效果。例如，在制造业中，传感器可以用来连续测量关键参数，
以了解工艺制造的动态变化，并将结果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制
造商就可以预测制造过程中何时生产出不符合技术要求的产品，
并在问题发生之前予以纠正。

由于具备处理大规模事务和分析工作负载的能力，InterSystems 

IRIS 是很多物联网应用程序的理想选择。

 



容器有助于简化云部署和
实现灵活的应用开发

容器是一种轻量级的包装器，内含软件解决方案以及运行该解决方

案所需的一切。InterSystems IRIS利用容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云部署

InterSystems IRIS 专为“云优先”部署而设计。它依靠

容器来简化公有和/或私有云中重要应用的提供和部署。根

据需求，我们可以快速而简便地创建（或销毁）基于云的

资源。

DevOps 

许多机构正在通过 DevOps 方式进行应用开发。通过在开

发、测试和生产环境中反复调整与升级迭代，从而实现持续

改进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但是这种方法要求严格的版本控

制。使用容器可以确保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完全相同版

本的升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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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nterSystems 合作
当您成为 InterSystems 的客户时，您将获得一个拥有 40 年卓越

客户服务经验的技术合作伙伴。我们将全力以赴助力您取得成功。

了解您的需求

InterSystems 的学习服务中心（Learning Services）致

力于帮助您从我们的产品中获得最大收益。我们的课堂和在

线学习以及充满活力的开发者社区，使您能够根据自己的具

体需求定制学习内容。

我们也很自豪地推出了 InterSystems IRIS 体验服务，一个

自主的实践平台，可以帮助您探索 InterSystems IRIS 的强

大功能。

登录 InterSystems.com/Experience 了解详情

我们的支持与众不同

我们全天 24 小时为客户提供专家技术支持。我们在全球 15 

个国家/地区都设有支持顾问，因此我们的每一位客户都能

够通过本土语言获得即时的帮助，而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员

均具备高素质，并且真正聚焦客户所需。

 

 

我们对您的承诺

■  我们响应迅速。

■  由您设置问题的优先级。

■  我们在一线安排最专业

人员。

■  我们将竭尽全力解决您的  

问题。

■  由您确定问题是否已经被

解决。

■  我们将及时跟进并确保您

满意。

我们希望每次支持服务都能够

获得您的高度赞赏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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