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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整合 ETL数据转换软件是什么?

• ETL（Extract-Transform-Load）：数据抽取、转

换和加载。

• 它是构建数据仓库中心、数据工厂的重要环节。
（数据仓库中心是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稳定
的且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以支持管
理中的决策制定和诊改中间环节。）

• 数据转换软件（Kettle组件）：元数据驱动的方
式提供强大的抽取、转换和加载(ETL) 能力，本

身提供了强大的图形界面设计器，可以大大缩
短数据抽取项目的开发周期，并且容易维护. 工

作设计器界面友好，提供了工作流设计模式，
能满足各种场景的实现



一 数据整合 ETL 数据转换模型架构



一 数据整合 ETL技术特点

一、支持多种数据源与多种数据库：

• 数据库、文件系统、Excel、Xml、

LDAP、SOAP/WebServcie、CSV文件和RSS

等各种数据源。

• 支持的数据库包括DB2、Oracle、Mysql、
MS SQL Server等各种主流数据库。

二、支持大数据量的抽取转换处理，执行效率高。

三、可结合Java使用(可扩展、可兼容)

• 本身使用Java开发，可以与Java应用无缝
结合，在应用中调用Kettle脚本。

• 同时，可提供一组Java接口，可以通过

应用控制Kettle的执行过程，并对Kettle
的执行信息和结果信息进行监控。



一 数据整合 整合重要过程

• Transformation（转换）

• 针对数据的转换，可以理解为将一个或者多个不同的数据源组装成一条数据流水线。然后

最终输出到某一个地方：文件或者数据库等

• Job（作业）

• 完成整个工作流的控制，可以调度设计好的转换，也可以执行一些文件处理（比较，删除

等），还可以ftp上传，下载文件，发送邮件，执行shell命令等

• Hop （连接）

• 连接转换步骤或者连接Job（实际上就是执行顺序）的连线

• Transformation hop：主要表示数据的流向：从输入，过滤等转换操作，到输出。



一 数据整合

源 表
中间表

举实例



一 数据整合

读 源 表 读表中间

举实例



一 数据整合

选择源表字段
输入到目标表中

举实例



一 数据整合 举实例



一 数据整合 软件界面操作



一 数据整合 软件界面操作



一 数据整合

作业：分串行执行和并行执行，串行执行是先执行完其中一条线再执行另一条线，并行

是两条线同时执行，同一条线上的两个步聚会先执行前面的再执行后面的，每个步骤执

行结果分两种：true(成功)/false(失败),根据返回结果可以控制流程走向。

重要操作



一 数据整合

转换：一开始所有步骤同时运行，记录会从最前端的步骤向后传递，传递到
相应步骤则该记录被该步骤作相应处理，处理完成再把记录往后传递，记录
传递分复制和分发两种模式。

复制：把一份数据复制成多份，后面步骤各占一份。

分发：把一份数据平均分配给后面步骤。

重要操作



一 数据整合

在转换组件上右键－＞显示输入字段（显示输出字段）可以查看前面步骤流

过来的记录字段情况和该字段是后面步骤传递的字段信息情况。

重要操作



一 数据整合

新建一个转换：文件－＞新建－＞转换（输出数据）

重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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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是一款由百度前端技
术部开发的，基于Javascript的
数据可视化图表库，提供直观，
生动，可交互，可个性化定制的
数据可视化开源（免费）图表。

提供大量常用的数据可视化
图表，底层基于ZRender（一个
全新的轻量级canvas类库），创
建了坐标系，图例，提示，工具
箱等基础组件，并在此上构建出
折线图（区域图）、柱状图（条
状图）、散点图（气泡图）、饼
图（环形图）、K线图、地图、力
导向布局图以及和弦图，同时支
持任意维度的堆积和多图表混合
展现

ECharts 工具介绍

http://ecomfe.github.io/z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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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一个纯

Javascript 的图表库，

可以流畅的运行在 PC

和移动设备上，兼容当

前绝大部分浏览器，设

计时通过开源的接口、

图类和各种组件与底层

依赖轻量级的 Canvas

类库 ZRender，提供直

观，生动，可交互，可

高度个性化定制的数据

可视化图表。

ECharts 工具介绍

https://github.com/ecomfe/z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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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提供了常规
的折线图，柱状图，
散点图，饼图，K线
图，用于统计的盒形
图，用于地理数据可
视化的地图，热力图
，线图，用于关系数
据可视化的关系图，
treemap，多维数据
可视化的平行坐标，
还有用于 BI 的漏斗图
，仪表盘，并且支持
图与图之间的混搭

丰富的图表类型

ECharts 特性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line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line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scatter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pie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candlestick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boxplot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map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heatmap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lines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graph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treemap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parallel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funnel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series-ga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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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3 开始独立出了“

坐标系”的概念，支持了直

角坐标系（catesian，同

grid）、极坐标系（polar）

、地理坐标系（geo）。图

表可以跨坐标系存在，例如

折、柱、散点等图可以放在

直角坐标系上，也可以放在

极坐标系上，甚至可以放在

地理坐标系中

多个坐标系的支持

ECharts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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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流量珍贵的移动端需要图表

库的体积尽量小。ECharts 

和 ZRender 代码的重构，带

来了核心部分体积的减小。

ECharts 组件众多，并且后

面会持续增加，我们提供了

更细粒度的按需打包能力。

最小体积缩小为 ECharts 2 

的 40%。

移动端小屏上适于用手指在

坐标系中进行缩放、平移

移动端的优化

ECharts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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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一直在交互的路上

前进，我们提供

了 legend visualMap data

Zoom tooltip等组件以及图

表附带的漫游，选取等操作

提供了数据筛取、视图缩放

、展示细节等能力。

ECharts 3 中，对这些组件

进行了广泛增强，例如支持

在数据的各种坐标轴、维度

进行数据过滤、缩放，以及

在更多的图中采用这些组件

深度的交互式数据探索

ECharts 特性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legend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visualMap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dataZoom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tool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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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借助 Canvas

（画图工具） 的能力，

ECharts 在散点图中能

够轻松展现上万甚至上

十万的数据。右边就是

的微博签到图中就展现

了的签到数据

大数据量的展现

ECharts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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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3 开始加强了对

多维数据的支持。除了加

入了平行坐标等常见的多

维数据可视化工具外，对

于传统的散点图等，传入

的数据也可以是多个维度

的。配合视觉映射组

件 visualMap 提供的丰

富的视觉编码，能够将不

同维度的数据映射到颜色

，大小，透明度，明暗度

等不同的视觉通道

多维数据的支持以及丰富的视觉编码

ECharts 特性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visual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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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由数据驱动，

数据的改变驱动图表展

现的改变。因此动态数

据的实现也变得异常简

单，只需要获取数据，

填入数据，ECharts 会

找到两组数据之间的差

异然后通过合适的动画

去表现数据的变化。配

合 timeline 组件能够在

更高的时间维度上去表

现数据的信息

动态数据

ECharts 特性

http://echarts.baidu.com/option.html#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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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针对线数据

、点数据等地理数据

的可视化提供了吸引

眼球的特效

绚丽的特效

ECharts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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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简单示例

Javascript是一个动态解释执行的脚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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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用ASP.NET工具创建一个
WEB项目，构建一个展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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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在WEB项目创建一个JS文件夹，存放
ECharts公司 echarts.j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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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在JS文件夹下添加ECharts公司 echarts.j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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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配置Web.config文件，主要连接数据库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在数据展示页面中引入echarts.js等文件，以实现图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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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在数据展示页面中设计年级下拉列表工具

在数据展示页面中为年级
下拉列表添加实际数据

在数据展示页面中添加
图形展示位置块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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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创建一般处理程序tj.ashx文件，主要是调用数据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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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创建连接数据库以读取数据即数据接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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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创建连接数据库以读取数据即数据接口（二）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创建一个javascript文件，以读取数据并展示图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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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创建一个javascript文件，以读取数据并展示图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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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2016年各院
系学生数据

2014年各院
系学生数据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二 数据展示 ECharts 设计实例

2016年各院
系学生数据

2014年各院
系学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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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系统提供在线流程设计器，

在线表单设计器，代码生成器，

结合 BPMX 的基础组件，以实

现复杂的流程业务应用。基础组

件包括： Spring基础组件库，

报表引擎，数据库访问模块，短

信模块，后台定时任务调用组件

，短信访问组件，搜索引擎组件

，JMS消息组件，Activiti工作

流组件，Cas统一用户认证组件

，Spring安全认证组件

流程工具简介

流程系统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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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BPMX 提供了基于

BPMN2 标准的流程管理，

包括流程版本变量、流程节

点表单设置、表单的权限设

置、流程任务通知、催办、

代办、代理、转办、并行会

签、串行会签、补签、子流

程、同步任务、多实例任务

、人工任务、消息任务、邮

件任务等，并提供任务多级

分发与汇总、任务追回、任

务层层驳回、任务自由跳转

、动态增加节点任务等中国

特色的流程需求。

流程工具简介

强大的流程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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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提供了基于数据库内部
表、外部表、视图等来生成
在线的流程表单的功能，以
方便业务人员设计符合企业
、单位使用的表单。表单生
成后，开发人员也可根据
具体的业务需求，进行更复
杂的应用开发，以满足企
业更进一步的业务管理需要
。

表单设计器提供了大量
的可视化组件及开发接口，
如角色选择、用户选择、部
门选择、其他业务数据的选
择、级联数据选择、附件上
传、在线Office编辑、图片
编辑、在线签章、表单权限
控制等

流程工具简介

强大的业务表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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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BPMX3 移动端是使用html5，

angularjs，amazeui，jquery开发

的移动WEB应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APP应用。

流程工具简介

高效和强大的移动快速开发平台

主要特点：

1.开发简单，不需要懂原生的APP开发。

2.表单部分使用angularjs开发，控件使用指令的方

式开发，用户可以方便对表单部分进行功能定制。

3.部署和更新简单，只需要更新服务器即可。

4.可实现和企业微信集成，不需要重新登录。

5.可以跨平台直接在ANDROID和IOS机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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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是一个开放式、轻量级的开发平台

•BPMX多层系统架构

•基于模板代码生成

•基于在线设计表单生成

•丰富的报表展示

•跨数据库的数据访问支持

•简易的前端使用

•参照最新的BPMN2标准设计

•满足中国特色流程需求

•在线的可视化流程设计、可视化的流程监控

•完全独立的流程引擎服务，可与其他系统无缝集成

•基于流行的JAVA 流程引擎Act iviti

•灵活的在线流程定义

•灵活的嵌入式部署、独立部署

流程系统特点

• 灵活的第三方表单集成

• 开放式的流程体系

• 灵活的组织结构支持

• 流程的导入与导出

• 子流程支持

• 流程任务逐步回退处理

• 流程自由跳转

• 流程跳转业务规则设置

• 多级分发任务与任务汇总

• 会签（并行与串行）、补签及投票处理

• 流程催办（基于MQ短信及邮件设置）

• 流程任务的工作日设置

• 任务监控管理

• 流程委办、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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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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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流程导向图制作

建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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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流程制作

表单与流程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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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流程制作

表单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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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公流程管理 发布流程

获得流程ID



三 办公流程管理 发布流程

门户发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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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发布流程



谢谢大家！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