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 SAP HANA® 机器学习和英特尔®  
处理器加速获取洞察 
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硬件上，SAP HANA® 的数据库内机器学习

功能，为将机器学习引入关键高性能生产环境中奠定了基础。

解决方案简介

在数据驱动的经济中，时间就是金钱，而延迟会耗费宝贵的时间。那么，延迟让您的公司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延迟不仅仅只是网络或存储延迟，还有洞察和执行之间的延迟，以及

预测和行动之间的延迟。这种代价很可能超出您所能接受的程度，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和 SAP HANA® 的数据库内机器学习可帮助您应对这一难题。

机器学习和预测性分析可改进业务流程，使其更加智能。这种智能化使公司有能力预测最

终的业务成果。但是，为了让机器学习成为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无论数据的规模大小或预

测模型的复杂性如何，都需要以最小的执行延迟实时运行机器学习。只有具备了这些条

件，用户和机器才可能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采取行动，而不是在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

在数据所在之处（数据库中）运行机器学习算法，可消除将数据复制到其他服务器以便运

行机器学习算法时出现的延迟和其他延迟。数据库内机器学习不仅有助于确保模型训练和

预测更快速、决策更及时，而且能让您利用数据引力带来的好处。使用数据库内机器学习

无需移动数据，因而可使数据靠近基于这些数据来创造价值的所有应用。SAP HANA® 平台 

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组合，为在生产环境中引入数据库内机器学习提供了极好

的途径。



使用 SAP HANA® 平台加速

机器学习

SAP HANA® 平台为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

师和开发者提供了数据库内机器学习功能。 

SAP HANA® 平台提供以下功能：

• 预测性分析功能，其中包括：

• 自动预测库（APL），主要面向业务

和数据分析师

• 预测分析库（PAL），专为数据科学

家设计的应用函数库

• R* 和 TensorFlow* 集成 — 支持将这些

流行开源框架中的模型与 SAP HANA 

平台进行集成

• 高性能机器学习功能，包括：

• 实时评分

• SAP HANA 数据流分析 — 对事件流

进行分析

本白皮书主要关注这些技术的特定方面。要

全面了解 SAP HANA 平台中的机器学习，

请参见 sap.com/products/hana/features/

advanced-analytics.html。

SAP HANA 中的预测性分析功能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主要让业务和数

据分析师受益，让他们能够无需经过大量

培训或具备数据科学技能就能轻松地找到

业务问题的对策。但是，对于像数据科学

家这样希望更多进行手动预测的用户，还

提供了 “专家” 模式。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的核心是专有的

自动机器学习算法，该算法旨在让预测技术

更易普及和使用。该解决方案的向导式界面

可引导用户完成包括数据准备、模型创建和

模型部署的整个预测建模过程。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专为 SAP HANA 

平台进行了优化，可支持海量数据和内存中

处理。用户可按自动模式或专家模式连接到 

SAP HANA 平台，前者连接到 APL，后者连

接到 PAL。自动模式和专家模式都在 SAP  

HANA 平台内运行。这意味着用户无需提取

数据然后在台式机上执行计算，或移动数据

以运行预测工作流程；只有预测结果会在处

理之后发回至桌面客户端。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中的自动分析界

面为数据分析师和开发者提供了自动机器学

习功能，可用于创建预测模型，而无需数据

科学经验。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提供

了多种机器学习功能，其中包括：

• 分类

• 回归

• 聚类

• 时间序列

• 关键影响因子

• 推荐

• 链接分析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不要求以复杂

预测模型作为输入。它只需要进行配置并

指出需要对数据集应用哪种类型的数据挖

掘功能；用户要设置分析的参数，以便系

统基于输入数据集进行训练。此外，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可使用先进技术构建

自己的模型以用于自动机器学习；它还会根

据需要创建（并选择性地剔除）元数据以建

立算法稳健的最优模型。用户随后可将这些

模型应用于目标数据集，并在应用或数据分

析中使用预测性计算得出的结果。能够利用

解决方案简介

机器学习的应用

机器学习利用历史数据中的统计关系来预测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过机器学习，无需显式编码

即可开发预测模型。以这种方式开发的模型能够获取基本决策逻辑，从而使应用具有适应能力。当

使用新数据对模型再训练时，决策逻辑将自动更新至最新状态。这种适应能力非常便于开发新型的

应用，这些应用的预测功能可以通过调整底层模型来不断地进行微调，而无需重写代码。

机器学习可为众多应用案例带来变革。英特尔预计，到 2020 年，以下行业将率先采用机器学习：1

消费品

• 智能助手

• 聊天机器人

• 个性化搜索

• 增强现实

• 机器人

健康

• 增强诊断

• 药物开发

• 患者护理

• 研究

• 助感器

金融

• 算法交易

• 欺诈检测

• 研究

• 个人金融

• 风险缓解

零售业

• 客户支持

• 客户体验

• 营销

• 推销

• 客户忠诚度

• 供应链

• 安全性

政府

• 国防

• 数据洞察

• 安全和安保

• 居民参与

• 智慧城市

能源

• 石油与天然气勘探

• 智能电网

• 运营改进

• 节能

交通

• 自动驾驶汽车

• 自动驾驶货车

• 航空

• 运输

• 搜索和营救

工业

• 工厂自动化

• 预测性维护

• 精准农业

• 现场自动化

其他

• 广告

• 教育

• 游戏

• 专业及  

IT 服务

• 电信/媒体

• 体育运动

http://www.sap.com/products/hana/features/advanced-analytics.html
http://www.sap.com/products/hana/features/advanced-analytics.html


预测性建模的威力，而又无需数学或数据科学的专业知识，这意味着更多用户可以使用预测

能力。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数据平台的价值，因为只需很少的努力即可产生更多的预测洞察。

除了创建模型之外，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中的 SAP® Predictive Factory 还提供自动性

能调优功能。这有助于确保模型得到调优，以最高性能运行，即使这些模型所用的数据不

断地随时间改变，也能如此。Predictive Factory 采用基于浏览器的单点登录环境，其方

便易用的计划界面非常适合数据分析师。因此，用户可以试验各种场景，并将他们发现的

渐进式改进实时纳入到模型中。用户还可以计划模型的刷新次数，根据异常条件来管理模

型，并立即部署评分以在应用和实时分析中使用结果。有关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和 

Predictive Factory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help.sap.com/pa。

SAP HANA 面向数据科学家的功能

对于数据科学家，SAP HANA 平台提供了 PAL 功能，并可与 R 和 TensorFlow 集成。此外，

对于在 PAL 中创建的机器学习模型，数据科学家不仅可将其用于静态数据，而且可用于 SAP 

HANA 数据流分析数据，从而可有效利用从现场动态数据中获得的实时洞察。此外，在 SAP 

HANA 数据流分析引擎中还可以开发和部署用于处理事件流的定制逻辑。

SAP HANA 平台为数据科学家在生产环境中实施机器学习提供了多种功能。SAP HANA PAL 

包含 90 多个机器学习算法，分为以下类别：

• 分类

• 聚类

• 回归

• 时间序列预测

• 异常点检测

• 推荐系统

使用 SAP HANA PAL 来训练要构建的模型非常简单，只需要三个主要数据结构：

1. 一个输入表，包含要用于训练的数据

2. 一个参数表，包含特定于所训练模型的信息，比如模型中预期使用的树的个数、树的深

度或随机决策树的停止条件，还包含要使用的线程数量等一般信息

3. 输出表，存储每次执行的结果，比如模型性能

使用 SAP HANA PAL 开发的分析模型能以各种不同方式来使用。例如，可从基于 SQL 的应

用中调用模型，或从使用 Python* 和其他编程语言编写的客户端代码中调用模型。然后， 

在 SAP HANA XS 高级版（XSA）应用服务器上开发的应用就可以使用这些机器学习模型了。

解决方案简介

部署 SAP HANA® APL 模型

在 SAP HANA 平台中运行的自动预测库（APL）

可提供高性能。经过训练之后，用户能以两种

方式部署 APL 模型：

1. 分类、回归或聚类模型的评分公式可以

使用适合于给定生产环境的代码类型来

生成，其中包括：

• SAP HANA SQL 语句

• SAP HANA 用户定义

   函数（UDF）

• 持续计算 

 语言（CCL）

• Java*

以这种方式部署的模型将在数据所在之

处执行。

2. 模型将应用于数据库中以生成预测输出结

果，这些输出之后会保留在数据库表中。

在涉及分区表的情况下，APL 模型可分别应用

于分布在多个节点上的分区表中，并行地运行。 

确保这些软件库保持最高性能水平至关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快速训练模型并进行评分，使其

与业务流程同步地实时进行。

http://help.sap.com/pa


SAP HANA 平台也可以使用各种第三方机器学习框架和语言。例如，在流行的开源统计编

程语言 R 中已经开发了丰富齐全的模型和脚本，数据科学家可能需要使用这些资源。对于

这种情况，用户可以在 SAP HANA 平台上编写 R 代码，然后使用 SAP HANA PAL 来对算

法加以组合搭配。R 代码将在独立的 Rserve* 上从外部执行（图 1）。

图 1. SAP HANA® 平台及其与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Rserve* 和 TensorFlow* Serving 服务器

进行集成的示意图

用户也可以在流行的机器学习开源软件库 TensorFlow 中开发模型。在 TensorFlow 中开发的

模型也可以加载到 TensorFlow Serving 服务器中，然后从 SAP HANA 平台中调用（图 1）。

SAP HANA 平台上的数据库内机器学习性能

SAP HANA 平台上的数据库内机器学习可高性能地进行模型的训练和评分，无论对大型还

是小型、静态还是动态的数据集，都是如此。

大规模数据的评分

考虑一下银行使用预测性机器学习模型对信用卡申请进行优先级排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数据集很大：成千上万的申请，每个都有很长的购物和信用历史需要分析。尽管如此，

银行需要能够快速处理任何规模的数据。SAP HANA PAL 中的算法经过优化，可以并行地在多

个服务器上的分区表中执行。这种并行特性有助于确保 SAP HANA 平台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硬件

的全部计算能力来快速得出结果。这对于快速地向申请者及时提供结果至关重要。 

SAP HANA 平台对大规模数据加速执行评分的能力不只限于基于 PAL 的模型。对于使用 

TensorFlow 或 R 构建的模型，SAP HANA 平台可提供负载均衡功能。当 TensorFlow 模型被

配置为在多个服务器上运行时，将使用随机轮询模式对它们进行负载均衡。对于 R 模型，用

户可以设置多个机器来运行 Rserve，R 代码将在负载最低的机器上执行。SAP HANA 平台还

允许将特定数据库用户与 Rserve 的某个实例绑定，这样，与特定数据库用户相关的所有执行

都会在该指定的 Rserve 上完成。SAP HANA 平台可为各种来源的模型提供高性能执行。

实时评分

并非机器学习的所有方面都需要处理极大的数据集。某些模型需要以极小延迟反复地对少

量数据进行评分。例如，考虑一个制造业公司的情况，他们使用决策树模型根据在不同制

造阶段收集的零部件尺寸来执行预测式质量保证。该公司希望在制造过程中预测任意给定

解决方案简介

SAP® PREDICTIVE ANALYTICS

TENSORFLOW*
SERVING 服务器

RSERVE*

SAP HANA® 平台

高级分析处理

数据库管理

数据集成和质量应用开发

OLTP + OLAP 一份数据副本一个开放平台

JavaScript* SAP Fiori® UXWeb 服务器 ELT 和复制 数据质量数据虚拟化

远程数据
同步

Apache Hadoop* 
和 Apache Spark* 

集成

图形 预测 搜索空间信息

流分析 序列数据 业务功能文本分析应用生命
周期管理

图形建模器

列式 OLTP 
和 OLAP

多核和并行化 高级压缩 多租户 多级存储 数据建模 开放性 管理和安全 高可用性和
灾难恢复



零部件是否有可能变成次品，以便能够及时进行补救。这就要求必须使用与零部件尺寸有

关的新数据快速地对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评分。SAP HANA 平台可以应对这种挑战，因为它

在解析一个模型之后，会将其保留在内存中以便后续执行，这就消除了每次将模型重新加

载到内存所造成的开销。对于大型的复杂模型，可以在业务流程中实时地进行评分，从而

能够快速采取行动，提高业务敏捷性。

使用数据流分析训练模型并进行评分

某些业务流程使用来自点击流或传感器等事件的流式数据。例如，设想一个零售商构建模

型来预测何时对浏览网站的客户提供优惠券。该公司希望一旦捕获到点击流就进行处理，

并且当用户在网站上时立即决定是否为这位准客户发放优惠券。SAP HANA 平台能够组合

使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流分析处理。SAP HANA 数据流分析引擎可对用于传入点击流的机器

学习模型进行评分，并允许应用立刻向网站访客发放恰当的优惠券。

多核环境中的模型训练

机器学习生命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训练模型。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加速训练过程，从

而最大限度地缩短总体部署时间。SAP HANA 平台针对机器学习进行了精心设计，以充分

利用多核服务器架构。凭借这一特性，可以指定用于训练模型的线程数量比例，从而发挥

并行处理的优势。这种线程分配有助于更快地进行模型训练，同时让用户能够控制在服务

器上可利用的系统资源比例。

未来举措

日趋增长的数据需求塑造了当前的经济特征，能否快速地分析数据中蕴含的关系并基于这

些洞察采取行动，将成为公司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机器学习是构建智能业

务流程的核心组件，当机器学习在数据所在之处（数据库中）执行时，速度将更快。SAP 

HANA 平台的功能和增强特性为生产环境中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和评分奠定了强有力的基

础，英特尔® 至强® 铂金处理器的改进和优化使其成为运行机器学习工作负载的理想选择。

要了解有关 SAP HANA 平台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如何在企业中加快机器学习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enterprise-infrastructure-solution-by-intel-

and-sap.html 
saphana.com

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更快训练 SAP HANA®  

平台上的机器学习

英特尔® 至强® 铂金处理器是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家族的一员，与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相比，可提供更多内存、内核和线程，

从而更快地执行机器学习。英特尔® 至强® 铂金

处理器支持每路多达 1.5 TB 内存、28 个内核

和 56 个线程，可在引入生产环境之前更快地

进行模型训练并在生产环境中更快地进行模型

评分。2 此外，英特尔® 至强® 铂金处理器还专

门针对机器学习等具有极高计算要求的 SAP 

HANA 工作负载，提供以下优化功能：

• 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英特尔® 

AVX-512），这一新的指令集可进一步

加速机器学习性能，能够处理的数据元

素数量是英特尔® AVX 和英特尔® AVX2 

的两倍。

• 英特尔® 超级通道互联（英特尔® UPI）， 

这是英特尔® 快速通道互联技术（英特尔®  

QPI）的后继者，有三个通道，能够通过

高速低延迟的通道来连接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将可扩展性提高至 8 路，并且

增加了输入/输出（I/O）密集型工作负

载的带宽。

展望未来，英特尔® Nervana™ 神经网络处理

器（NNP）是英特尔针对人工智能（AI）工作

负载推出的新产品。英特尔® Nervana™ NNP 

是专为深度学习而设计的架构，旨在进一步加 

速 AI 工作负载的处理。这一新架构的目标是提

供必要的灵活性以支持所有深度学习原语，同

时解除不是专为 AI 设计的现有硬件对英特尔®  

Nervana™ NNP 所造成的限制。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enterprise-infrastructure-solution-by-intel-and-sap.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enterprise-infrastructure-solution-by-intel-and-sap.html
http://www.saphana.com


解决方案简介

1  评估数据基于英特尔内部研究。

2  选定英特尔® 至强® 铂金处理器 SKU 可提供高达 1.5 TB 的内存容量。所有其他 SKU 可提供 768 GB 的内存容量。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本文提及的第三方基准测试数据或网址。请访问提及的网站，以确认提及的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

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关于性能和基准测试程序结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l.cn/benchmarks。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何保证。

未经 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明确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目的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由 SAP SE 及其分销商销售的一些软件产品包含其他软件供应商的专利软件组件。各个国家/地区的产品规格可能有所不同。

这些材料由 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提供，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形式的陈述或保证，SAP SE 或其关联公司对于材料的错误或遗漏概不负责。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保证将在与此类

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明示保修声明（如果有）中列出。本文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额外的保证。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Intel Inside、英特尔 Nervana、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SAP 和其他在上文中提及的 SAP 产品与服务是 SAP SE（或 SAP 关联公司）在德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有关其他商标信息和声明，请参见 http://

global12.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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