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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编写目的

本手册详细叙述了可视化展现分析平台 1.x在 Linux系统下如何安装部署。

主要包括系统的运行环境要求、支撑软件的安装、部署和配置及程序的启动和停

止。本文档的预期读者为系统运维工程师。

1.2.项目背景

1.3.参考资料

1.4.软件清单

序号 软件名称 说明

1 jdk-8u161-linux-x64.tar.gz JavaJDK

2 nginx-1.14.1.tar.gz Nginx

3 redis-stable.tar.gz Redis

4 zookeeper-3.4.10.tar.gz Zookeeper

5 biclient.zip 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 - 前台程序

6 development.zip（可选） 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 - 插件目录

7 dashboard-service-1.0.0.jar

dashboard-web-1.0.0.jar

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 - 后台服务程序

8 其他脚本及配置示例 见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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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行环境

2.1.硬件设备要求

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应用服务器

CPU 2核，推荐：4核

内存 4G，推荐：8G

存储空间 100G，推荐：200G

客户端

CPU 2核，推荐：4核

内存 2G，推荐：4G

存储空间 50G，推荐：100G

2.2.支持软件要求

类型 软件类型 软件名称 软件版本号

服务器
操作系统 Centos7 64位

JAVA运行环境 SunJDK/OpenJDK SunJDK1.8或 OpenJDK1.8

客户端
操作系统 Windows 7及以上

浏览器 Chrome 谷歌浏览器

2.3.网络环境要求

千兆网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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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装配置

3.1.服务器环境部署

3.1.1 JAVA环境部署

JDK 的选择可采用 SUNJDK 或 OPENJDK，下文以部署 SUNJDK 为例

3.1.1.1 Java的安装、部署和配置

3.1.1.1.1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Centos7 操作系统已经安装。

3.1.1.1.2 部署环境概要说明

部署文件目录：/opt/tool

3.1.1.1.3 依赖

该程序不依赖其它程序。

3.1.1.1.4 安装、部署和配置步聚

1、从安装盘中上传 jdk-8u161-linux-x64.tar.gz文件至安装目录/opt/tools。

2、解压 jdk-8u161-linux-x64.tar.gz。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cd /opt/tools

tar -zxvf jdk-8u161-linux-x64.tar.gz

然后将文件夹 jdk1.8.0_161 移动到目录/opt 下

sudo mv jdk1.8.0_161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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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 Java 环境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udo vim ~/.bashrc //当前用户下

sudo vim /etc/profile //全局

//在最末尾添加如下配置：

export JAVA_HOME=/opt/jdk1.8.0_161

export JRE_HOME=${JAVA_HOME}/jre

export CLASSPATH=.:${JAVA_HOME}/lib:${JRE_HOME}/lib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保存并退出，使用 source 命令使之生效

source ~/.bashrc

source /etc/profile

4、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java –version

如果 Java 环境安装正确会出现如下界面：

3.1.2 Nginx服务部署

3.1.2.1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1、 Centos7 操作系统已经安装。

2、可访问因特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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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部署环境概要说明

当前文件目录：/opt/tools

3.1.2.3 依赖

该程序不依赖其它程序。

3.1.2.4 安装、部署和配置步聚

cd /opt/tools

//安装依赖

yum -y install make zlib zlib-devel gcc-c++ libtool openssl

openssl-devel

//下载

wget http://nginx.org/download/nginx-1.14.1.tar.gz

//解压

tar -zxvf nginx-1.14.1.tar.gz

cd nginx-1.14.1/

//配置、编译、安装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nginx

make

make install

//启动 nginx 服务

/usr/local/nginx/sbin/nginx -c /usr/local/nginx/conf/nginx.conf

//查找 nginx 进程

ps -ef|grep nginx

//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usr/local/nginx/sbin/nginx -s reload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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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nginx.conf文件后请重新加载配置：

http{
…
//增加如下内容

server {
listen 8000;
server_name localhost;

location / {
root /opt/dashboard/biclient;
index index.html index.htm;

}
//可选方式

location /app/plugins {
alias /opt/dashboard/development/plugins;

}

}
}

3.1.2 Redis服务部署

3.1.2.1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1、 Centos7 操作系统已经安装。

2、可访问因特网环境

3.1.2.2 部署环境概要说明

当前文件目录：/opt/tools

3.1.2.3 依赖

该程序不依赖其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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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安装、部署和配置步聚

cd /opt/tools

//安装依赖

yum install gcc-c++

yum install -y tcl

yum install wget

//下载

wget http://download.redis.io/redis-stable.tar.gz

//解压

tar -zxvf redis-stable.tar.gz

cd redis-stable

//配置、编译、安装

make

make install

//拷贝配置文件

mkdir -p /etc/redis

cp redis.conf /etc/redis

//启动 redis 服务

nohup /usr/local/bin/redis-server /etc/redis/redis.conf &

3.1.2 Zookeeper服务部署

3.1.2.1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1、 Centos7 操作系统已经安装。

2、可访问因特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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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部署环境概要说明

当前文件目录：/opt/tools

3.1.2.3 依赖

该程序不依赖其它程序。

3.1.2.4 安装、部署和配置步聚

cd /opt/tools

//下载

wget

https://archive.apache.org/dist/zookeeper/zookeeper-3.4.10/zookeeper-

3.4.10.tar.gz

//解压

tar -zxvf zookeeper-3.4.10.tar.gz

cd zookeeper-3.4.10

//修改配置

cd conf

cp zoo_sample.cfg zoo.cfg

//启动

/opt/zookeeper-3.4.10/bin/zkServer.sh start

3.2.系统程序部署

为简化管理，建议系统程序部署采用如下目录结构，下面依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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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前端-biclient

拷贝已发布的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前端程序 biclient.zip解压至 biclient目录，http

请求服务已在 nginx配置（见上）

3.2.2可视化应用平台扩展开发目录-development（可选）

拷贝 development.zip解压至 development下，形成如下形式 development – >

plugins

3.2.3资源上传目录-resources

建立资源上传目录，即在 resources目录下依次建立 excel、export、resource三个

文件夹，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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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后端-biservice

拷贝已打包的可视化应用开发平台后端服务至 biservcie 目录，包括

dashboard-service-1.0.0.jar 和 dashboard-web-1.0.0.jar。

同时拷贝dashboard- service-1.0.0.sh、dashboard-web-1.0.0.sh至biservcie

目录，并授予执行权限。

执行 shell 脚本 ./dashboard-service-1.0.0.sh 即可启动 service 服务

执行 shell 脚本 ./dashboard-web-1.0.0.sh 接口启动 web 服务

第四章 系统访问地址

可视化应用开发开发平台：http://ip:8000

第五章 常见问题处理

 对于集成式开发的项目部署方式不在此文当中介绍。

 对于 development.zip是二次开发部署的可选方式，将插件目录独立于前端目

录更便于维护，亦可按默认方式直接部署至 biclient下的/app/plugins中。

http://ip: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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