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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商业智能趋势

¡ 商业智能覆盖及范围

¡ SAP 全新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解决方案及演示

¡ SAP 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如何支持大数据及演示 例如产品相关性，会
员分群管理，产品推荐，社交网络分析等

¡ 成功案例分享

¡ 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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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色表现的企业在投资商业智能
问：请指出您的公司/业务部门/政府或公共实体将在2016支出最高数额的新资金的前三大技术领域?

等级 显示超过10％的受访者在前三名
中提到的技术领域

出色表现
(n = 178)

一般表现
(n = 2,165)

尾隨执行
(n = 171)

1 商业智能/分析 47% 38% 31%
2 云服务/解决方案 34% 26% 29%
3 数字化/数字化营销 20% 17% 8%
4 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 20% 22% 27%
5 移动和移动应用程序 16% 14% 16%
6 网络/信息安全 13% 16% 20%
7 企业资源规划ERP 8% 22% 30%
8 网络/语音/数据通信 8% 12% 13%

受访者百分比。 最多允许三个回复。 编码开放文本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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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分析如何进化成为提供实时洞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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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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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报告

Ad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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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P
即席查询

Agile Visualization
灵活的可视化

Predictive Modeling
预测建模

Optimization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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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ty of Analytics Capabilities

Self
Service BI

自助服务商业智能

Generic
Predictive Analysis

通用预测分析

端到端容易采纳和
快速实现业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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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 缺乏实时信息

¡ ⼤量的⼿动过程准备数据到报表产出

¡ 缺乏领导者仪表板

¡ 最终⽤户只熟悉XLS进⾏数据分析，但缺乏最新信息

¡ IT从不停⽌为最终⽤户导出数据

¡ 数据访问控制，数据质量挑战

¡ 缺乏统⼀信息访问平台

¡ 终端⽤户从不停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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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实施和推广挑战

¡ BI实现与传统应⽤程序实现不同
¡ 数据质量

¡ 专业BI团队
¡ 更多终端⽤户辅导和培训与⽀持

¡ 从⾼层开始

¡ 业务终端⽤户参与BI会议
¡ 从⼩⽽清晰的范围开始

¡ 了解并专注于业务，⽽不是产品功能

¡ HANA可以解决所有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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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一体化商务分析整体方案架构
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开放的数据源，高性能的数据仓库，灵活的前端展现

ERP系统

生产系统

预算数据

外部数据

HR系统

…

业务系统 数据采集和数据仓库 商务智能平台

分析方式 业务分析

移动商务

数据仓库

元数据管理

数据预测

数据探索

S
A
P

B
I

商
务
智
能
平
台

仪表盘

交互式分析
数
据
采
集
和
质
量
管
理
平
台

报表数据集市

对标分析

……

经营分析

安全分析

财务分析

人资分析

生产分析

数据仓库

ETL SAP BI

访问接入

数据可视化

SAP IQ / SAP HANA /
Others

SAP商务智能解决方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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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Objects帮助您在一平台上满足每一个用户的需求

BI平台和数据访问（语义层）

信息访问[手机|门户]

報表 仪表盘和分析应用程序 灵活的数据发现

所有洞察力 = 单一个
平台 + 所有业务

流程
所有
数据+

SAP S/4 HANA
Legacy ERP (e.g.用友,
金蝶, etc)

Unstructured data in
Social Media and Hadoop

Online E-Shops MS ExcelAny Other DatabasesPOS
金聲, 銀聲 etc. SAP HANA

SAP BW（预构建的数据模型）

¡ 业务层
¡ 数据级别的安全性
¡ 数据模型
¡ 一个事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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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分群管理，产品推荐，社交网络分析等

¡ 成功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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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分析及展望策略

内部部署和/或私有云部署选项

在现有解决方
案的持续投资

提供新的SaaS
分析能力

SAP云端分析平台

所有分析功能在同
一个产品平台上 消费级用户体验 嵌入式与独立 高性能，实时平台

Software-as-a-Service在公共云

敏捷可视化

SAP Lumira

Lumira 1.31

高级分析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Predictive Analytics 3.0

企业级 BI

SAP
BusinessObjects BI
Suite

BI 4.2 SP03
Design Studio 1.6
Analysis Office 2.2

企业绩效管理EPM

Ex. SAP Business
Planning and
Consolidation (BPC)

BPC 10.1 NW SP08

治理风险与合规GRC

Ex. SAP Risk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10.1
SP11

数据层面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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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Objects 云计算平台 和 数字董事会

云数据源
与应用

规划
事件和⼯作流

分配
价值驱动程序树模拟

商业智能 BI
勘探

图表和表
地理空间

预测
集成分析
探索分析
⾼级分析

嵌入*
分析到应⽤

SAP 数字董事会

内部部署的数据源
和应用程序

行业应用*

数据连接与建模

This presentation and SAP‘s strategy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be changed by SAP at any time for any reason without notice.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without a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SAP HANA云计算平台

争论 模型 基础设施 故事体验 协作 移动 APIs*

*计划功能

核心能力

分析功能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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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董事会

完全透明度 即时数据驱动的洞察 简化董事会流程





¡ 灵活的动态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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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体验（商业智能 ，规划，预测）

¡ 在同一个应用程序中分析，计划和可视化

¡ 个性化您的KPI，仪表板，流程和故事板

¡ 在您的计划的上下文中进行协作，并做出更快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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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and Digital Boardroom

Cloud Data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Planning
Events and Workflows

Allocation
Value Driver Tree Simulation

BI
Discovery

Charts and Table
Geospatial

Predictive
Integrated Analytics
Exploratory Analytics
Advanced Analytics

Embedding*
Analytics into
Applications

SAP Digital Boardroom

On-Premise Data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Core
Capabilities

Analytic
Capabilities

App Marketplace*Applications

Data
Connectivity

This presentation and SAP‘s strategy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may be changed by SAP at any time for any reason without notice.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without a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SAP HANA Cloud Platform

Wrangling Modeling Infrastructure Story
Experience Collaboration Mobile APIs*

*Planned functionality

Value Tree Driver

价值驱动程序树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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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机器发现（智能数据解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dlN151Q6ro

¡ 基于当前数据元素提供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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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现
＆

分析

仪表板
＆

应用

报表

办公室
积成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互
通

性

简化

SAP BusinessObjects
Lumira*
Lumira desktop
Lumira studio

Lumira
Explorer
Analysis for OLAP

Design Studio
Dashboards
BEx web

Crystal Reports
Web Intelligence
Desktop Intelligence

Analysis for Microsoft Office
EPM Add-in
Live Office
BEx analyzer

SAP Crystal Reports
SAP BusinessObjects Web
Intelligence

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sis, edition for
Microsoft Office

This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nning and may be changed by SAP at any
time.* One Server Add-On for SAP BusinessObjects Lu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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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所有用户……

分析师

设计师

管理员
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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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商业智能

¡ Scalability扩展性
¡ 从一个服务器到多个服务器
¡ 灾难恢复

¡ Extensibility可扩充性
¡ 传统业务打印报表
¡ 突发查询 / 自助服务
¡ 可视化
¡ 领导仪表板
¡ 预测分析/数据挖掘

¡ Manageability可管理性
¡ 了解谁在平台上在做什么
¡ 服务器资源利用率
¡ 数据级安全控管

传统业务打印报表

可
视
化

预测分析
领导仪表板



© 2016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22Public

SAP 商务智能一体化分析套件
平台提供最完备的分析方式，满足不同的分析应用需求

BI 平台（移动BI）

仪表盘

定制报表

即席分析/
灵活的可视化 高级分析

预测分析

语义层（BO universe）
（语义层 - 行/列数据的安全性）

商业智能平台
（访问控制，审计，计划，内容分发）

商业智能平台
（访问控制，审计，计划，内容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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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层：业务名词翻译机
业界最简单的 BI 数据访问流程

转
译
过
的
业
务
名
词

想要使用的信息

筛选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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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查询 / 自助服务
业务最终用户可以在没有IT支持的情况下执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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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 – 由最终用户处理

灵活的层次结构创建

数据校正
无更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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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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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sis Office

Screenshot Live Office / Office Integration
¡ 业务最终⽤户可以
通过MS Excel访问
业务信息

¡ 提供数据权限访问
控制

¡ 最终⽤户可以继续
享受他们熟悉的环
境并利⽤XL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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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格式的复杂报表

复杂中国式报表支持
1. 添加多形式的样板样式
2. 任意的添加表格线
3. 排序和聚合
4. 简便的提示查询
5. 诸多的公式任意设置
6. 像素级精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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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商业智能趋势

¡ 商业智能覆盖及范围

¡ SAP 全新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解决方案及演示

¡ SAP 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如何支持大数据及演示 例如产品相关性，
会员分群管理，产品推荐，社交网络分析等

¡ 成功案例分享

¡ 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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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最佳技术工作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strategic-cio/10-best-tech-jobs-for-2016/d/d-
id/1323978?image_number=2

2016年最佳技术工作 空缺
中位数基本
工资USD

1 数据科学家 1,736 $116,840
2 解决⽅案架构师 2,906 $119,500
3 移动开发⼈员 2,251 $90,000
4 项⽬经理 6,607 $106,680
5 软件⼯程师 49,270 $95,000
6 分析经理 982 $105,000
7 软件开发经理 1,199 $135,000
8 QA经理 3,749 $85,000
9 UX设计器（⽤户体验/⽤户界⾯） 863 $91,800
10 软件架构师 653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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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Predictive Analytics——智能预测分析平台

自动模型
针对业务用户，不用编程
数据挖掘工作可以轻松完成

数据管理/自动建模/模型管理

专家模型
针对专业用户，可以通过R语言创建
定制的算法（支持R语言加密）

R语言集成/可视化与分享故事

自动化 简单化 普及化 人人会用的大数据

为所有角色——业务分析师或数据科学家——提供预测分析的服务

应用场景广泛
客户细分，交叉销售，营销提升，
客户流失率分析，预测性维护，良品率

金融服务/零售/消费品/电信/
公共事业/公用事业/高科技/离散制造

Hadoop平台原生类库支持
完全库内运算，无需传输数据
支持50万以上的变量

Native Spark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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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产能指数级上升

部署时间

6-8 周

模型数量

1

几天1

几小时

创建数据集 创建模型
EDW

传统方式

ModelerEDW

EDW Data Manager

自动建模

批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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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
业务数据

业务系统

数据可视化 自助探索

SAP大数据预测分析系统架构

营销系统集成

历史数据扩展
存储

Predictive Analysis Libraries | Business Function Libraries | Data Models & Stored Procedures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数据挖掘自动化 迭代
优化

主流数据库平台

ETL

数据存储

数据建模与分析

Hadoop

金融产品主数据 360度客户主数据
（CRM/公安身份验证/前海征信/PBOC征信/行为数据/社交数据）

营销活动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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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AP PA快速部署（2周验证）

对照项 传统方式工作量 SAP工作量

需求
（业务分析）

商业问题 LLL LLL
选择变量
数据准备 LLL LL

执行
(统计建模)

数据处理 LLL J
建模（算法/参数） LLLLL J
模型测试(迭代优化) LLLLL J
理解/验证 LLL J
对照项 传统方式 SAP

整体方案
包含

报表平台 L J
数据平台 传统数据库 HANA内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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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和预测：直观的可视化应用，丰富的预置预测模型
SAP PA大数据预测分析解决方案

方案价值：
§ 自动数据准备和探索、完整的数据挖掘过程、强

大的预测算法库
§ 直观地设计复杂的预测模型，可视化分析
§ 丰富的建模技术，可扩展的预测模型：

§ 关联分析

§ 聚类分析

§ 决策树分析

§ 神经网络分析

§ 例外分析

§ 回归分析

§ 时间序列分析

§ 概率分布

§ …

聚类分析 决策树分析

神经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购物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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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分析
无数据科学家的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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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使用HANA优化分析性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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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分析

简介：供应链是由供应商、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构成的物流网络。同一企业可能构成这个网络
的不同组成节点，但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不同的企业构成这个网络中的不同节点。
ØLead-Time对从订单至交付全流程的分析，寻找和解决影响供应链效率的问题，从而提升销售环节、制造环节、采购物流
环节的运行效率。
ØLead-Time过程的数据可以方便、快速查询并可进行历史追溯。
Ø将供应链部制定的OTD时间、制造服务水平、客户服务水平等加入到业务分析中。
Ø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司范围内的数据共享。

项⽬收益：
数据统计
Ø可以提供统⼀的产销存报表，避免⽬前统计⼝径不⼀带来的数据混乱；
Ø可以为公司供应链领域相关KPI分析提供数据⽀持；
Ø可以为市场分析提供数据⽀持，研究市场趋势，与竞争对⼿对标。
数据分析
Ø利⽤历史数据，可以为标准交付周期设定提供依据；
Ø分析数据（总体、分段）波动，找出原因，不断提升供应链效率；
Ø分析延迟入库货物原因，分解责任，要求相关部⻔提供解决⽅案
改善项⽬
Ø通过货物离开库房和到达经销商节点数据，对第三⽅物流进⾏考核和库存绩
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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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主数据管理分析

简介：企业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利用相应的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来协调企业与客户间在销售、营销和服务上的交互，从而
提升其管理方式，向客户提供创新式的个性化的客户交互和服务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吸引新客户、保留老客户以及将已有客
户转为忠实客户，增加市场份额。

对客户用车生命周期建立整合的信息管理体系；
建立潜客开发和客户维系的持续沟通策略；
依据品牌及车型定位，定制CRM营销支持方案；
转化消费者为潜在用户，转化潜在用户为用户，转化用户为忠诚用户。

项目收益：
u整合各个渠道的用户信息数据清洗、去重、合并，持续巩固并修正这些信息，形成用户统一360度视图。

u利用BI系统，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挖掘，形成对产品、市场、顾客需求以及营销活动和销售体系的数据，更好的为销售、市场、售后、运
营部门提供数据支撑。

呼叫中心
数据

经销商
数据

维修站
数据

品牌活动
数据

互联网
数据

整合各个渠道数据整合各个渠道数据
通过整合各渠道数据并清洗形成用户统一视图

运营类报表

……车主模型

……车主模型

……车主模型

……车主模型

……车主模型

……车主模型

用户统一视图

销售类报表 售后类报表 市场类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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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SAP?  行业角度
更懂您的行业，更多同行选择SAP

客户 业务分析应用
一汽大众 平衡计分卡, 全面预算, 合并报表，管理驾驶舱， 生产/人事/销售/财务 分析

北汽福田 平衡计分卡, 全面预算, 合并报表，管理驾驶舱， 财务分析

南京依维柯 平衡计分卡，市场营销分析，人力资源分析，销售分析，财务分析，生成分析等

上海通用 平衡计分卡, 全面预算, 合并报表，管理驾驶舱， 市场/财务/生产/人事／售后服务等

上海大众 销售分析，财务分析， 新三包 政策服务，质量分析平台

吉利汽车 企业运营管理报表及分析，管理驾驶舱，管理创新应用

一汽奥迪 销售分析

神龙汽车 财务／生产／销售／市场分析／质量分析等

东风有限 全面预算， 市场营销分析，财务／生产／销售等分析

吉利汽车 财务／销售 报表

宇通客车 财务／生产/销售等报表系统

江铃汽车 财务／生产／销售分析

潍柴 财务/销售/售后/质量报表分析

奇瑞汽车 财务／生产／销售分析，管理驾驶舱，财务绩效分析，股份财务分析，公司預算分析

汽车与汽配行业是SAP优势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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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分析中国客户在金融服务行业

⼈寿保险 ⼀般保险(产险) 银⾏ 其他⾦融机构
1. 太平洋⼈寿---超过1000个⽤户

2. 友邦保险---近500个⽤户

3. 泰康⼈寿---不限制⽤户数(总投
资超过$1M),

4. 中国⼈寿上海分公司---重要后
台系统中分析软件模块

5. 太平⼈寿信诚⼈寿(Prudential)

6. 海康⼈寿(Aegon)

7. ⾦盛⼈寿(AXA)

8. 海尔纽约⼈寿(NewYork)

9. 光⼤永明⼈寿

10. 恒安标准⼈寿保险

11. ⼤新⼈壽

12. 南⼭⼈寿

1. 太平洋财险

2. 天平汽⻋保险

3.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

4. 太平保险

5. 安邦财产保险

1.上海农村商业银⾏
2.上海浦东发展银⾏
3.交通银⾏总⾏
4.中国建设银⾏总⾏
5.中国银⾏总⾏
6.中国⼈⺠银⾏总⾏
7.重庆商业银⾏
8.济南商业银⾏
9.乌鲁⽊齐商业银⾏
10.徽商银⾏
11.鄞州银⾏
12.浙江农信社
13.嘉兴市商业银⾏
14.渣打银⾏
15.星展银⾏
16. ICBC
17.创兴银⾏
18.富邦银⾏

1.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海期货交易所

3.中国外汇交易中⼼

4.中国⾦融期货交易所

5.中国银联数据

6.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

7.⼤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8.新鸿基⾦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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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电信

零售

电子商务

信用调查

媒体

公共
部门

能源与
制造业

全球有超过500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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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时尚传统经典 运动户外生产制造

SAP已经在国内时尚行业具备绝对领先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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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商务智能解决方案在中国客户群

CONSUMER & RETAIL

SERVICE
INDUSTRIES

FINANCIAL
SERVICES

PROCESS
MANUFACTURING

DISCRETE
MANUFACTURING

SME

3000+ 家客户 ，其中80% 以上本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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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商务智能平台大规模部署应用案例

公司 ⽤户数
GE ~150,000
US Military Health ~60,000
Allstate ~50,000
France Telecom ~50,000
Bank of America ~50,000
Principal Financial ~45,000
AT&T ~30,000
SBC Communications ~30,000
French Finance Min. ~26,500
The Sunning 苏宁电器 ~ 9,000
Tai Kang Life 泰康⼈寿 ~2,000
ICBC中国⼯商银⾏ 1,500 CAL

公司 用户数
HP ~22,000
Washington Mutual ~20,000
French Education Min. ~20,000
Cargill ~20,000
NHS ~20,000
EDF ~19,500
BP Oil ~19,000
3M ~19,000
Telecom Italia ~17,500
Morgan Stanley ~17,000
SAIC 上海通⽤汽⻋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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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商业智能趋势

¡ 商业智能覆盖及范围

¡ SAP 全新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解决方案及演示

¡ SAP 商业智能和预测分析如何支持大数据及演示 例如产品相关性，
会员分群管理，产品推荐，社交网络分析等

¡ 成功案例分享

¡ 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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