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部署文档 文档密级：内部公开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共享平台系统部署文档

拟 制： 苏康

审 核： 张文明

批 准： 张文明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二○二一 年 五 月



系统部署文档 文档密级：内部公开

目录

1. 环境准备.....................................................................................................................................3
1.1. 硬件资源.........................................................................................................................3
1.2. 软件资源.........................................................................................................................3
1.3. 服务器配置.....................................................................................................................4

2. 软件介质清单.............................................................................................................................4
3. 操作系统设置.............................................................................................................................4
4. JDK 安装......................................................................................................................................5

4.1. 源码包准备.....................................................................................................................5
4.2. 解压源码包.....................................................................................................................5
4.3. JDK 系统环境配置..........................................................................................................5

5. MySQL 安装................................................................................................................................ 6
5.1. 获取安装包.....................................................................................................................6
5.2. 安装环境检查.................................................................................................................6
5.3. 开始安装.........................................................................................................................7
5.4. 配置 my.cnf.....................................................................................................................8

6. 执行数据库脚本.........................................................................................................................9
7. ETL 安装.................................................................................................................................... 10

7.1. 获取版本包...................................................................................................................10
7.2. 解压与安装...................................................................................................................10

8. GSB Mule 安装..........................................................................................................................13
8.1. 安装包获取...................................................................................................................13
8.2. 安装 mule..................................................................................................................... 13
8.3. 配置文件修改...............................................................................................................13

9. GDS 安装...................................................................................................................................14
9.1. 安装包获取...................................................................................................................15
9.2. 安装 GDS.......................................................................................................................15
9.3. 配置文件修改...............................................................................................................15
9.4. 启动 gds........................................................................................................................15

10. 安装数据共享平台应用...................................................................................................... 16
10.1. 获取资源包...............................................................................................................16
10.2. 安装 tomcat..............................................................................................................16
10.3. 修改配置文件...........................................................................................................17
10.4. 获取 Licence............................................................................................................. 22
10.5. 启动应用...................................................................................................................22

11. 加密配置...............................................................................................................................23
12. 接入平台 7P..........................................................................................................................25
13. 配置工作流...........................................................................................................................26
14. 大数据源接入.......................................................................................................................29

14.1. 星环大数据源接入.................................................................................................. 29
14.2. 京东云大数据源接入.............................................................................................. 29



系统部署文档 文档密级：内部公开

1. 环境准备

1.1. 硬件资源

（示例表格）

序号 系统名称 组件 配置描述 数量 备注

1

数据共享平台

CPU
8核2.3GHz 内

存 32G
1

2 内存 32G 1

3 硬盘 300G 1

4 网卡 百兆和千兆 1

5

应用数据库

CPU
8核2.3GHz 内

存 32G
1

6 内存 32G 1

7 硬盘 300G 1

8 网卡 百兆和千兆 1

9

ETL

CPU
8核2.3GHz 内

存 32G
1

10 内存 32G 1

11 硬盘 300G 1

12 网卡 百兆和千兆 1

13

Mule

CPU
8核2.3GHz 内

存 32G
1

14 内存 32G 1

15 硬盘 300G 1

16 网卡 百兆和千兆 1

1.2.软件资源

序号 组建名称 版本号 介绍

1 Mysql/gbase Mysql5.7 数据库

2 centOS 7.3

linux 环境，4台，分别安装

MySQL 或 gbase、tomcat 服务、

etl 以及 mule gsb

3 JDK 1.8+ Java 环境支持

4 AudaqueETL ETL 工具 kettle

5 Mule GSB 3.9.0 服务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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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服务器配置

（示例）

序号 服务器 IP 操作系统 内存 账号/密码 备注

1 172.16.1.96 CentOS_7.4 16G root/123456 应用服务器

2 172.16.1.96 CentOS_7.4 32G root/123456 ETL 服务器

3 172.16.1.96 CentOS_7.4 32G root/123456 Mule 服务器

4 172.16.1.96 CentOS_7.4 32G root/123456 数据库服务器

2.软件介质清单

部署前请确保软件介质齐全，介质上传目录：/opt/soft，下文中的路径皆以规划路径为准。

序号 软件介质 说明 安装路径规划

1 media-jdk-8u191-linux-x6
4.tar.gz

Java运行环境 /opt/audaque/java/

2 tomcat-8.5.57-x64.tar.gz 项目运行容器，必

须为 8.5.57版本

/opt/audaque/dses-tomcat

3 mysql-5.7.31-1.el7.x86_6
4.rpm-bundle.tar

元数据库

4 dses.war 数据共享平台项目

包

/opt/audaque/dses-tomcat/webapps

5 media-AudaqueETL.tar.gz 数据交换中间件 /opt/audaque/AudaqueETL
6 media-audaque-gsb.tar.gz 数据服务运行容器 /opt/audaque/audaque-gsb
7 dsesgsb.zip 数据服务应用包 /opt/audaque/audaque-gsb/apps

3.操作系统设置

1. 检查系统网络

2. 检查系统防火墙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查看防火墙状态）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关闭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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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DK 安装

4.1. 源码包准备

1、SVN获取源码包：可以登录公司产品库的 SVN，在以下路径上获取 jdk源码包，路径如

下：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00 公 共 工 具

/media-jdk-8u191-linux-x64.tar.gz
2、可以自行从官网下载。

4.2. 解压源码包

以下示例在服务器 172.16.1.199 上安装 jdk：
1、进入上传 jdk 的目录/opt/soft，将 jdk-8u191-linux-x64.tar.gz 移动到/opt/audaque/java/路径

下；

命令行：cd /opt/soft
cp media-jdk-8u191-linux-x64.tar.gz /opt/audaque/java/

2、进入/opt/audaque/java/，解压 jdk,
命令行：cd /opt/audaque/java/

sudo tar zxvf media-jdk-8u191-linux-x64.tar.gz

4.3. JDK 系统环境配置

1、这里采用全局设置方法，就是修改/etc/profile，它是所有用户的共用的环境变量：

如安装目录如下：

vi /etc/profile 进入配置文件，添加下列环境变量，编辑完 Esc -> :wq 保存退出

export JAVA_HOME=/opt/audaque/java/jdk1.8.0_191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CLASSPATH=.:$JAVA_HOME/lib/tools.jar:$JAVA_HOME/lib/dt.jar:$CLASSPATH

【前三行是 java 环境配置】

保存后，退出。

2、使环境变量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3、检查自己的配置是否正确：

echo $JAVA_HOME
echo $CLASSPATH
echo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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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ySQL安装

5.1.获取安装包

1、SVN 获取源码包：可以登录公司产品库的 SVN，在以下路径上获取 mysql5.7.31 版本的源

码包，路径如下：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 数据共享平台/00 公共工具/
2、直接从官网下载 mysql，目前官网提供的版本为 5.7.31，地址为：

https://dev.mysql.com/downloads/mysql/5.7.html#downloads

5.2.安装环境检查

1、centos7 会自带一个 mariadb，查看是否已安装 mariadb，如果已经安装，需要先将其移

除

（1）查看是否安装：rpm -qa |grep -i mariadb

（2）清理 mariadb 包：yum remove +上面查询到的包名，如测试环境是执行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共享交换平台/00公共工具/mysql57-community-release-el7-11.noarch.rpm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共享交换平台/00公共工具/mysql57-community-release-el7-11.noarch.rpm
https://dev.mysql.com/downloads/mysql/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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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开始安装

1、进入 rpm 包所在的目录/opt/soft/，将安装包复制到/opt/audaque/mysql/目录下

命令行：cp /opt/soft/mysql-5.7.31-1.el7.x86_64.rpm-bundle.tar /opt/audaque/mysql/
cd /opt/audaque/mysql/
tar -xvf mysql-5.7.31-1.el7.x86_64.rpm-bundle.tar

解压后如下：

2、执行 rpm 安装命令，进入 rpm 包所在的目录，即/opt/audaque/mysql/目录下：

命令行：cd /opt/audaque/mysql/
rpm -ivh mysql-community-common-5.7.31-1.el7.x86_64.rpm
rpm -ivh mysql-community-libs-5.7.31-1.el7.x86_64.rpm
rpm -ivh mysql-community-client-5.7.31-1.el7.x86_64.rpm
rpm -ivh mysql-community-server-5.7.31-1.el7.x86_64.rpm

3、安装完成后，查看 mysql的状态并启动 mysql
命令行：service mysqld status

service mysqld start
再次查看 mysql 状态，发现 mysql 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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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 root 用户的临时密码（注意每次安装的密码都可能不同）：

命令行：grep password /var/log/mysqld.log

记住上面的临时密码，并登录 mysql修改 root 用户的密码

命令行：mysql -uroot –p 回车后输入密码

登录成功后设置新密码：

set password = password("Audaque2020");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则是密码设置策略问题，可执行下面的命令行解决

ERROR 1819 (HY000): Your password does not satisfy the current policy requirements
解决方法：改变密码设置策略，执行下面两条命令，执行成功后再重新修改密码即可

set global validate_password_length=1;
set global validate_password_policy=0;
5、开启数据库远程连接，允许远程连接数据库，登录数据库后执行下面命令：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IDENTIFIED BY 'Audaque2020' WITH GRANT
OPTION;

5.4.配置my.cnf

1、以下列出需要特别注意的配置项，打开配置文件/etc/my.cnf
在[mysqld]下面必须有这几行配置

#注意设置编码并且不区分大小写

lower_case_table_names=1
character-set-server = utf8
#注意 sql_mode 的值不能有 only_full_group_by
sql_mode = NO_ENGINE_SUBSTITUTION,STRICT_TRANS_TABLES
2、给配置文件 my.cnf配置权限

chmod 730 /etc/my.cnf
重启 mysql 既可：

service mysqld restart
3、可使用 navicat或 sqlyog 等工具进行登录，注意关闭防火墙或开放 3306 端口。

4、附件为可参考的 my.cnf，注意这个版本中，如果 my.cnf中有不必要的空格，一定要删掉

空格，否则会导致报错

my.c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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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行数据库脚本

1、将初始化脚本放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执行脚本 install.sh：
首先，切换到放置数据库脚本的目录下执行命令：sh install.sh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这里的 P1 到 P9 是参数，参数说明如下：

Y 或 N“参数 9： :=>选择 Y 则安装示例数据库（带样例数据）

=>选择 N 则安装生产数据库（不带样例数据）”

示例：sh install.sh 172.16.1.96 Audaque2020 Audaque2020 3306 adqmetadb_dses 172.16.1.96
7000 adqmetadb_dsesetl N
2、达梦元数据脚本执行

修改对应的配置项，并将脚本与执行文件放到达梦数据库所在服务器上，并执行脚本。

3、执行成功后，会在对应的数据库中新建数据共享平台元数据库和 ETL 数据库，可以检查

数据库中表和函数是否齐全

数据库 项目 数量

adqmetadb_dses
表数量 204
函数数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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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数量 1
存储过程 0

adqmetadb_dsesetl

表数量 53
函数数量 26
视图数量 0
存储过程 32

说明：若脚本执行有问题，请使用手动建表及导入脚本等

7. ETL 安装

7.1.获取版本包

从必备组件目录下获取 ETL的安装包

7.2.解压与安装

1、进入 ETL软件包上传目录下，将安装包复制到安装目录/opt/audaque/下，然后解压安装

包；

命令行：cp /opt/soft/AudaqueETL_Lite.zip /opt/audaque/
cd /opt/audaque/
unzip AudaqueETL_Lite.zip

2、设置 ETL环境变量操作如下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ETL_Lite
./set-env-var.sh
source ~/.bashrc

3、配置 ETL调度连接信息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ETL_Lite
vi data-integration/.kettle/repositories.xml

按下图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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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项中加密配置，定位到该文件目录的上一级，执行命令

./encr.sh -kettle [kettle 连接的数据库的密码]，会生成一串 Encrypted 开头的加密串，将加密

密码复制，在 repositories.xml 文件中 password项中粘贴已加密的加密串。

4、修改启动配置文件：carte-config-master.xml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ETL_Lite

vi data-integration/pwd/carte-config-master.xml
注意：在修改密码时，必须使用到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中的 3 中，且密码位数不能

少于 6 位（不建议修改默认的密码，修改默认的密码会涉及到其他修改项）

注意：如果主机 ip 有内外网 ip，则此处的 ip是内网 ip

定位到该文件目录的上一级，执行命令

./encr.sh -carte [密码串]，生成 slaveserver 的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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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r.sh -kettle [密码串]，生成 repository 的密文

5、启动 kettle，启动前给启动脚本赋予可执行权限

命令行：cd $KETTLE_BASE
chmod +x data-integration/carte.sh
chmod +x start-carte.sh

启动： sh start-carte.sh
查看日志：tail -200f data-integration/logs/carte.log

6、访问 kettle
访问地址：http://主机号:端口号/ （这里是访问 http://172.16.1.96:7000/）
输入访问账户：admin/1qaz@WSX#$
若为下图所示，访问成功，则说明 kettle启动成功。

http://主机号: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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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SB Mule 安装

8.1. 安装包获取

1、从必备组件目录下获取 mule 的安装包 media-audaque-gsb.tar.gz
1、从发出去的数据共享平台版本包中获取到 dsesgsb.zip 包，举例：一般在版本包的下面这

个目录中

DSESV2.6.0.01_20200629144322_RELEASE\GSB

8.2.安装mule

1、将安装包 media-audaque-gsb.tar.gz 和 dsesgsb.zip 都上传到服务器/opt/soft/路径下后，将

media-audaque-gsb.tar.gz移动到安装目录/opt/audaque下，并解压

命令行：cp /opt/soft/media-audaque-gsb.tar.gz /opt/audaque/
cd /opt/audaque/
tar zxvf media-audaque-gsb.tar.gz

2、配置 mule的环境变量信息

命令行：vi ~/.bashrc
加入下面几行：

export MULE_HOME=/opt/audaque/audaque-gsb
export PATH=$MULE_HOME/bin:$PATH
然后通过 source 命令使环境变量生效：

命令行：source ~/.bashrc
3、将 dsesgsb.zip 包移动到/opt/audaque/audaque-gsb/apps目录下

命令行：cp /opt/soft/dsesgsb.zip /opt/audaque/audaque-gsb/apps/
4、启动 mule，使 dsesgsb.zip 包解压，解压后，停止 mule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gsb/bin/

./mule start

./mule stop

8.3. 配置文件修改

1、修改 mule 连接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metadata.properties，连接数据共享平台的数据库

adqmeta_dses：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gsb/

vi apps/dsesgsb/classes/config/metadata.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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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加密参考 11章节。

2、修改 environment.properties 配置文件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gsb/
vi apps/dsesgsb/classes/config/environment.properties

修改信息项说明如下：

（1）修改 IP和端口参数，对应修改成 mule部署的主机内网 IP（或主机名）和端口

（2）修改 restful接口使用的端口，暂时 restful接口还未开发完全，所以此处填写一个未

被使用到的端口即可

（3）修改外部 wsdl文件所在路径如下地址：

/opt/audaque/audaque-gsb/apps/dsesgsb/classes/wsdl

ps：加密参考 11章节。

（4）修改服务部署重启时间，自定义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3、Mule 服务启动、停止

修改完成配置文件后，需要重启 mule才能生效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gsb/bin
./mule restart

4、查看 mule的日志

命令行：cd /opt/audaque/audaque-gsb/bin
tail -f logs/mule.log

5、启动完成后，在页面上访问 mule 的 http://ip:port/service/test，出现以下页面则启动成功

9. GDS 安装

说明：如果融合产品已安装 gds，可共用无需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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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安装包获取

1 、 从 公 司 产 品 库 以 下 地 址 中 获 取 gds 的 安 装 包

GaussDB-Kernel-V300R002C00-REDHAT-64bit-Gds.tar.gz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00 公 共 工 具 /

GaussDB-Kernel-V300R002C00-REDHAT-64bit-Gds.tar.gz

9.2.安装 GDS

1、将安装包 GaussDB-Kernel-V300R002C00-REDHAT-64bit-Gds.tar 上传到服务器 /opt/
mpp_client/路径下，并解压

命令行：

cd /opt/mpp_client/
tar zxvf GaussDB-Kernel-V300R002C00-REDHAT-64bit-Gds.tar.gz

2、配置 gds的环境变量信息

命令行：vi /etc/profile
加入下面内容：

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mpp_client/lib:$LD_LIBRARY_PATH"
然后通过 source 命令使环境变量生效：

命令行：source /etc/profile

9.3. 配置文件修改

1、修改 gds启动参数的配置文件 gds.conf
命令行：cd /opt/mpp_client/gds/config

vi gds.conf

9.4. 启动 gds

命令行：

cd /opt/mpp_client/gds/

python gds_ctl.py start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共享交换平台/00公共工具/media-audaque-gsb.tar.gz
http://svn.audaque.com:18080/PL/02共享交换平台/00公共工具/media-audaque-gsb.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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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装数据共享平台应用

10.1. 获取资源包

1、从版本申请单中返回的版本获取地址中拿到数据共享平台应用的版本包 dses.war，上传

至服务器的/opt/soft/
2、将从公司产品库中获取到的 tomcat版本包上传到服务器的/opt/soft 目录下，或者路径如

下：

10.2. 安装 tomcat

1、将 tomcat 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解压后将其重命名为 dses-tomcat
命令行：cp /opt/soft/tomcat-8.5.57-x64.tar.gz /opt/audaque/

tar zxvf tomcat-8.5.57-x64.tar.gz
mv tomcat-8.5.57 dses-tomcat

2、进入到 tomcat 的根目录下，修改默认端口

命令行：cd /opt/audaque/dses-tomcat
vim conf/server.xml

修改 8005 端口为 8105，修改 8080 端口为 8180

3、删除/opt/audaque/dses-tomcat/webapps/目录下原有的文件，并将项目包 dses.war 包复制

到目录/opt/audaque/dses-tomcat/webapps/下
命令行：rm -rf /opt/audaque/dses-tomcat/webapps/*

cp /opt/soft/dses.war /opt/audaque/dses-tomcat/webapps/
4、启动 tomcat，使 war 包解压，解压后停止 tomcat
命令行：cd /opt/audaque/dses-tomcat/

sh bin/startup.sh
ps -ef|grep dses-tomcat #得到进程号

Kill -9 进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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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修改配置文件

1、修改 webapps/dses/WEB-INF/etc/override.properties 数据库配置信息：

命令行：cd /opt/audaque/dses-tomcat/
vi webapps/dses/WEB-INF/etc/override.properties

（1）修改数据库连接串和用户名和密码

（2）支持 mysql 和 dameng、gaussdb100的数据库类型，选择一种类型就要注释另一种

类型，默认在 override中只有 dameng

ps:加密参考 11章节。

2、自 2.0.0版本后，共享要和统一平台对接部署，需要部署单点登录，修改配置文件

命令行：cd /opt/audaque/dses-tomcat/
vi webapps/dses/WEB-INF/etc/override.properties

（1）修改 asb连接的相关配置

（2）修改数据共享平台的主页地址

（3）修改 mule GSB 的配置信息，如果部署时存在弹性 IP 和私网 IP，此处 muleGSB 的 ip
需要写弹性 IP

（4）修改单点登录相关的配置

注意此处的变量释义：

{cas_ip}：单点登录服务 cas部署的服务器 ip
{cas_port}：单点登录服务 cas的端口

{dses_ip}：数据共享平台 dses部署的服务器 ip
{dses_port}：数据共享平台 dses的端口

sso.server.url=http://{cas_ip}:{cas_port}/cas
sso.client.login=http://{dses_ip}:{dses_port}/dses/casLogin
sso.login.url=http://{cas_ip}:{cas_port}/cas/login?service=http://{dses_ip}:{dses_port}/dses/ca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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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user.permission.strategy=2 （使用华傲CAS返回的权限）

sso.user.sync.strategy=2 （从ASB同步用户）

（5）修改是否开启租户功能的配置，如果统一平台开启了租户功能，则数据共享平台必须

开启租户功能，如果统一平台关闭了租户功能，则数据共享平台必须关闭。

user.tenant.switch=true（true表示开启，false表示关闭）

（6）修改customer自定义配置

A、audaque.datasource.sync=true 当多个共享应用接入到webkit平台，并且使用同一个

库时，为了避免多次同步，将一个共享应用的这一句改为true，意味着这个只有这个应用做

同步。如果是只部署了一个共享应用，也要改为true。
B、hbase.config.expandor=:
当使用的hbase大数据平台版本为80版本时，要改成‘:’冒号

当使用的hbase大数据平台版本为65版本时，要改成‘.’点号，默认是65版本的。

C、dses.alarm.switch.status=false，如果需要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统一平台，则需要改成true

（7）修改东方通相关配置，如果在项目实施中，客户要求对接东方通交换，则需要开启东

方通配置，并且修改现场的东方通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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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接DAYU_DML的相关配置，如果在项目实施中，需要对接DAYU_DML系统，将服务自

动注册到DAYU_DML上，则需要修改以下配置

HwDaYu.use=false（开启同步配置，改为true）
HwDaYu.tokenUrl=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dayutoken获取地址）

HwDaYu.account=hw61478092 （dayu系统登录账号）

HwDaYu.username=Huaao_dayu （dayu系统登录用户名）

HwDaYu.password=Huaaohuaao1 （dayu系统登录密码）

HwDaYu.projectId=073d23e6bb8025ab2fc7c01d7e14d966 （dayu项目ID，在dayu系统获取）

HwDaYu.workspace=c801f68dc7564a6ab19d933749915795（dayu项目工作空间，在dayu系统获取）

HwDaYu.apiUrl=https://dayu.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dayuAPI对接地址）

HwDaYu.groupId=d4e29bcdbd431244fe2f728bbda508bc （服务分组ID）
HwDaYu.manager=Huaao_dayu （dayu服务注册审核账号）

HwDaYu.muleHost=119.3.235.13:5000 （mule GSB的注册地址）

（9）文件上传配置修改，文件上传支持上传到远端服务器，可以自由配置，也可以直接配

置为数据共享平台服务所在的服务器，可以将SFTP改为LOCAL，则是上传到服务所在的服务

器

（10）文件交换功能需要用到redis做消息重发时，修改以下redis的配置（没有用到则保持默

认就可）

（11）配置实采交换任务的偏移量存放目录，改为本地机器的一个目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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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果对接了华为MRS HIVE数据源，则需要开启下面的配置，此处的配置在版本包里也

是默认打开的

（13）如果需要和直报对接需要开启下面的开关，并且修改直报的地址

（14）信息中心审批tag的id，修改与平台security_tag表id一致 (默认修改为3)

audaque.tag.id=3

中心运维人员标签同上，修改配置项：

audaque.resource.tag.id=5
先在统一平台创建中心运维人员标签，在统一平台数据库security_tag表中找到新增的对应的

标签id，修改配置项中id字段为实际值。

会签标签同上，修改配置项：

audaque.countersign.tag.id=7
先在统一平台创建会签标签，在统一平台数据库security_tag表中找到新增的对应的标签id，
修改配置项中id字段为实际值。

（15）配置统一平台访问地址，用于工作流审核

（16）如果需要将编目资源相关数据同步到其它业务系统，开启下面的开关，并且修改相应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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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修改gds相关配置信息

（18）修改共享的库表资源在编目后是否自动注册成服务使用

3、修改web.xml，路径：webapps/dses/WEB-INF/web.xml，建议可以修改为AudaqueDSES

说明：AudaqueDSES8099这个名称对应的是数据共享平台接入平台的应用接入的应用ID。



系统部署文档 文档密级：内部公开

（19）将需要配置成密文的配置项添加到如下配置项的值中，该配置项中不包含

metadata.passwod
#需要加密的配置项，不包含metadata.password配置项，该项单独处理

metadata.encrypt.configuration=rabbitmq.password|sso.ssl.key.store.pwd|filecache.

ftp.password|HwDaYu.password|audaque.asb.ssl.key.store.pwd|audaque.asb.ssl.tru

st.store.pwd|redis.auth

10.4. 获取 Licence

1、解压 War 包
2、cd 解压 War 包的根目录

3、生成机器码

windows: java -cp WEB-INF/lib/* com.audaque.component.core.manage.HardwareUtils
linux : java -cp WEB-INF/lib/*:. com.audaque.component.core.manage.HardwareUtils

4、将生成的 machinecode.adq 发送给华傲

5、将华傲返回的 license.adq 文件放置到解压 War 包的根目录

10.5. 启动应用

切换至共享 tomcat 的 bin目录下：

cd /opt/audaque/dses-tomcat
1、停止 tomcat： ./shutdown.sh

检查是否停止成功；若无法停止，先查询到 tomcat 进程 ID，使用 kill -9 结束进程。

2、查看 tomcat进程： ps -ef |grep tomcat
3、再启动 tomcat： ./startup.sh
4、查看日志： tail -200f ../logs/catalina.out
5、验证，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访问数据共享平台 ip地址，会自动跳转到统一门户的登录

地址，将应用接入到统一门户，给用户赋权访问，再从统一门户的首页的数据共享平台图标

点击进入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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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密配置

若使用安全模式，则所有涉及密码项需使用加密密文，下载【生成密码】附件，按需生成公

私钥及密码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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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数据共享平台、GSB MULE 组件：

数据共享平台涉及加密密文的在附件中已列举；GSB MULE 组件中涉及项如下：

environment.properties 文件中需要将以下两个配置文件加上密文：

redis.auth= #通过附件生成【密文】

rabbitmq.password= #通过附件生成【密文】

metadata.properties 文件中需要配置以下是三个配置项：

password= #配置为【密文】

common.privateKey= #配置为【加密的私钥】

root.secret.key= #配置为【加密的密钥】

12. 接入平台 7P

对接 2.10.0 及以上的统一平台时，需要按照 7p 模块的方式进行接入，下面是具体步骤：

1、平台管理员进入统一平台系统，进入菜单【配置】->【应用接入】，新增应用接入，具

体配置如下图

2、进入【配置】->【系统管理】，新增数据共享平台各个模块的 url

由于数据共享平台一共包含六个模块，【首页】、【编目】、【交换】、【采集】、【服务】、

【日志】、【帮助】，其中【首页】、【日志】、【帮助】三个模块可对所有有权限用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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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其余三个模块要在平台【系统管理】页面设置正确的 url 才能访问，以测试环境为例，

下面是对应的 url，现场配置时，需要修改对应的 ip 和端口

模块名称 Url 可见菜单

数据共享

平台

http://172.16.2.107:8902/dses/#/home/index?DSES_M
ODULE=all

【首页】、【编目】、

【交换】、【采集】、

【服务】、【日志】、

【帮助】

交换系统 http://172.16.2.107:8902/dses/#/exchangeTask/manag
e/taskList?DSES_MODULE=exchangeTask

【交换】、【日志】、

【帮助】

采集系统 http://172.16.2.107:8902/dses/#/collect/manage/colle
ctDatasourceList?DSES_MODULE=collect

【采集】、【日志】、

【帮助】

服务系统

http://172.16.2.107:8902/dses/#/serviceManage/resou
rce/serviceDir?DSES_MODULE=serviceManage

【服务】、【日志】、

【帮助】

3、进入【配置】->【平台管理】，新增平台数据共享平台，将第二步新增的系统加入到该

平台

4、使用 admin 用户登录平台，为数据共享平台的管理员或平台管理员赋予所有数据共享平

台菜单的权限，再使用管理员给其他普通用户授权数据共享平台菜单的使用权限，有权限的

用户将在统一平台首页看到数据共享平台的入口。

13. 配置工作流

对接 2.13.1 及以上的统一平台时，需要先配置审批工作流，下面是具体步骤：

1、各模块审批工作流对应业务编号，如下表：

业务名称 业务编号 对应系统审批模块 适用工作流模板

资源目录编目审

批

res_catalog_process 编目审批(编目/变
更/迁移)

workflow_1

资源申请订阅审

批

res_apply_process 订阅审批 workflow_1

数据申请审批 meta_res_data_apply 数据申请审批 workflow_1
异议数据申请审

批

meta_objection_process 异议数据审批 workflow_1

服务封装申请审

批

package_apply_process 封装审批 (封装申

请)
workflow_1

服务注册申请审

批

service_register_apply 注册审批 (注册管

理)
workflow_1

服务消费申请审 custom_apply_process 消费审批 (申请订 workflow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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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阅)

统一平台自 2.16.0.0 版本开始，支持工作流导入导出；下载下面的模板，按实际情况导入到

流程模型中。

workflow_1.bpm
n.xml

1、平台管理员进入统一平台系统，进入菜单【工作流】->【业务注册】，新增业务，具体

配置如下图：

2、进入【工作流】->【流程模型】，新增模型，具体操作如下图：

2.1 配置设计流程

通过：${pass==true}
不通过：${pass==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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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共享所有审核工作流，配置都一致

2.2 版本发布

2.3 版本管理

流程节点配置：

点击启用

2.4 部署及启动节点后，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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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数据源接入

14.1. 星环大数据源接入

14.2. 京东云大数据源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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