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英特尔

SAP HANA* 平台

如何通过降低延迟实现实时分析

人们都不喜欢延迟。通过消除分析中的数据延迟，您的企业将可加快运营速

度，快速生成洞察，实时制定决策。但是，您该如何简化并加快多个业务线

中的数据分析部署速度呢？

内存分析可助您一臂之力。它支持快速访问丰富的可视化数据，能够帮助您

采用交互式方式探索数据，大幅加快分析速度。

 

您如何进行使用？

以下列举了三种 SAP HANA* 平台的最常见使用案例，其中一种可能适用于贵公司。

实时预测分析

带有直观建模和高级数据  
  可视化功能的内存分析。

简化、灵活的 
数据仓库

实时复制数据， 
消除复杂性和延迟。 

实时、精细的运营报告

内置的提取和迁移特性可
减少报告等待时间和规划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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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 平台如何能够出色支持您的使用案例？
分析的优势包括：

• 与其他大数据工具快速集成，如 Apache Hadoop* 框架和企业数据仓库存储

• 能够跨多个数据源运行预测、空间和文本分析库

• 管理多核架构中的数据，通过向不同的内核分发数据最大限度地利用内存

• 同时适用于横向扩展或纵向扩展场景

实时预测分析

• 实现在内存中的实时预测分析。

• 通过 SAP* Predictive Analysis 软件提供直观建模和高级数据可视化特性；该软

件可使用原生算法和集成 R 软件挖掘数据集。

• 通过仪表板、警告和移动设备实现可视化属性。

• 支持业务线和数据科学家用户。

简化、灵活的数据仓库功能

• 通过消除传统数据仓库加载流程的复杂性和延迟，以近乎实时的速度从交易系统

复制数据。

• 能够将运营数据与其他数据源（包括 SAP 和非 SAP）进行整合。

• 无需创建和维护通常在更加传统的数据仓库中实现卓越性能所需的复杂数据结构。

实时、精细的运营报告

• 使用内置的快速数据提取和迁移功能，在内存内处理计算，显著降低报告等待

时间和规划周期。

• 实时数据同步避免性能降低。

• 内存商业智能可加速分析部署，并将数据建模从一个必选功能转变为可选功能。

SAP HANA* 平台旨在为加速、规划和 
优化核心业务流程提供实时分析。

mailto:%3Fsubject%3DReal-Time%20Analytics:%20SAP%20HANA%20and%20Intel%26body%3DThought%20you%E2%80%99d%20be%20interested%20in%20this%20guide%20to%20real-time%20analytics%20solutions%20using%20the%20SAP%20HANA%20in-memory%20platform%20optimized%20for%20Intel%28R%29%20Xeon%28R%29%20processors.%20at:%20http://intel.ly/1AfqKLz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titl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520%26source%3D%26summary%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
http://twitter.com/intent/tweet%3Ftext%3DCheck%2520out%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with%2520the%2520%2523SAP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2523Xeon%2520processors%2520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520%2523ITCenter%0D
https://www.facebook.com/dialog/feed%3Fapp_id%3D184683071273%26link%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picture%3D%26nam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6caption%3D%2520%26description%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26redirect_uri%3Dhttp%253A%252F%252Fwww.facebook.com%2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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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交易、机器数据、企业内容、社交数据、第三方数据。

分析工具和应用
商业智能、数据挖掘、数据发现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基础架构

内存分析支持真正的实时数据传输，可即时提供结果。

mailto:%3Fsubject%3DReal-Time%20Analytics:%20SAP%20HANA%20and%20Intel%26body%3DThought%20you%E2%80%99d%20be%20interested%20in%20this%20guide%20to%20real-time%20analytics%20solutions%20using%20the%20SAP%20HANA%20in-memory%20platform%20optimized%20for%20Intel%28R%29%20Xeon%28R%29%20processors.%20at:%20http://intel.ly/1AfqKLz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titl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520%26source%3D%26summary%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
http://twitter.com/intent/tweet%3Ftext%3DCheck%2520out%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with%2520the%2520%2523SAP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2523Xeon%2520processors%2520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520%2523ITCenter%0D
https://www.facebook.com/dialog/feed%3Fapp_id%3D184683071273%26link%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picture%3D%26nam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6caption%3D%2520%26description%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26redirect_uri%3Dhttp%253A%252F%252Fwww.facebook.com%2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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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 如何优化英特尔® 技术？
SAP HANA 平台采用了优化的软件设计，通过组合利用列数据存储、大规模并行处理（MPP）和内

存计算功能，可充分利用最新的硬件技术。

大型、高效的内存容

量和高速缓存层级

高内核数量和灵活的

多线程

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NUMA）

更快的内核性能和高度

优化的解决方案堆栈

高度可靠性、可用性

与可维护性（RAS）

功能

加速的数据加密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可在每台服务器上扩展为双路、

四路和八路，支持极快速访问数据。

• 所有数据都可通过高压缩比率、优化的内存到高速缓存数据传输以

及基于列和行的表格优化，保留在主内存中。

• 高达每 30 个线程 15 内核的配置可通过数据分区和软件并行化，执

行大规模并行处理。

• 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1 支持每个处理器内核同时处理

两个指令流。SAP HANA* 平台尽量以并行的方式处理任务，避免顺

序处理。

• 减少处理器对内存访问带宽的争用。

• SAP HANA* 平台使用 NUMA 提供处理器关联和数据放置分配。

•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2 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处理器内核以高于基础运

行频率的速度运行，并支持随 SAP HANA* 自动运行。

• 英特尔还提供了扩展指令集、英特尔 Performance Counter Monitor 

（英特尔 PCM）和英特尔软件开发工具。

• 英特尔® 可靠运行技术3 和英特尔固态盘（英特尔 SSD）支持高速永

久存储执行记录和恢复，以及灵活的故障切换功能，可全面满足高

可用性/灾难恢复（HA/DR）场景的需要。

• 英特尔® 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英特尔 AES-NI）4 可加快加密速度，

同时丝毫不影响性能。

mailto:%3Fsubject%3DReal-Time%20Analytics:%20SAP%20HANA%20and%20Intel%26body%3DThought%20you%E2%80%99d%20be%20interested%20in%20this%20guide%20to%20real-time%20analytics%20solutions%20using%20the%20SAP%20HANA%20in-memory%20platform%20optimized%20for%20Intel%28R%29%20Xeon%28R%29%20processors.%20at:%20http://intel.ly/1AfqKLz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titl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520%26source%3D%26summary%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
http://twitter.com/intent/tweet%3Ftext%3DCheck%2520out%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with%2520the%2520%2523SAP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2523Xeon%2520processors%2520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520%2523ITCenter%0D
https://www.facebook.com/dialog/feed%3Fapp_id%3D184683071273%26link%3Dhttp%253A%252F%252Fintel.ly%252F1AfqKLz%26picture%3D%26name%3DReal-Time%2520Analytics%253A%2520SAP%2520HANA%2520and%2520Intel%26caption%3D%2520%26description%3DCheck%2520out%2520this%2520guide%2520to%2520real-time%2520analytics%2520solutions%2520using%2520the%2520SAP%2520HANA%2520in-memory%2520platform%2520optimized%2520for%2520Intel%2520Xeon%2520processors.%26redirect_uri%3Dhttp%253A%252F%252Fwww.facebook.com%252F


案例研究

全球的企业正在使用 SAP HANA 处理多种应用的大量数据，如灵活规划、优化出行成

本和时间、管理客户行为、进行服务级别管理、以及整合传感器数据等。以下是其中

几个示例。

MKI

借助快速 DNA 分析推动研究发

展

了解日本领先技术咨询公司

Mitsui Knowledge Industry 如

何使用基于 SAP HANA* 平台的

生物资讯创建实时解决方案，快

速、精确地分析 DNA 样本，帮

助研究人员开发治疗癌症等疾病

的新型药品。

观看案例研究>
http://bit.ly/1yQNilW

Kaeser 
Kompressoren
以超过 100 万次的日均测量 

提高服务

了解全球最大的压缩空气系统供

应商之一如何使用 SAP HANA* 

软件对系统进行预测维护，每日

采集超过 100 万次测量值以便

于预测可能会出现的停机并改进

客户服务。

观看案例研究>
http://bit.ly/1yQNpy8

eBay
借助实时洞察，每秒贸易额达 

1,900 美元

了解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9,000 万

用户的在线交易平台如何在每秒

钟完成金额超过 1,900 美元的交

易。eBay 借助 SAP HANA* 平

台通过使用早期模式检测系统和

预测分析，向卖家提供实时洞察

和可执行的商业智能。

观看案例研究>
http://bit.ly/1zWIvoY

想要使用实时内存分析平台？

立即联系您当地的 SAP 代表或 SAP 公司：+1-888-528-8892。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 SAP HANA 平台的信息，请访问：saphana.com

或访问英特尔 IT 中心，获取创建智能大数据战略，为企业带来优势的资源： 
intel.com/bigdata

1. 只在指定型号的英特尔处理器上提供。要求系统支持英特尔超线程技术；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实际性能会因所使用的具体硬件和软件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哪些处理器支持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请访问：intel.com/info/hyperthreading

2. 要求支持英特尔睿频加速技术的系统。仅指定英特尔处理器支持英特尔睿频加速技术和英特尔睿频加速技术 2.0。详情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性能可
能因硬件、软件和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更多信息，敬请访问：intel.com/go/turbo

3. 任何系统都不能在所有情况下提供绝对的可靠性、可用性或可维护性。需要支持英特尔® 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的系统，包
括支持的英特尔处理器和支持的技术。内建可靠性功能仅支持在特定英特尔® 处理器上使用，并可能需要其他软件、硬件、服务和/或互联网连接。
配置不同，结果可能也会有所差别。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了解更多信息。

4. 没有计算机系统能够提供绝对的安全性。需要安装兼容的英特尔处理器和软件，并针对技术使用进行优化。详情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和/或软件厂商。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
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intel.com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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