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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Forecast Server 
预报服务器 
自动生成可信赖的基于统计的预报。  

SAS预报服务器可以做什么？  

SAS Forecast Server可以快速自

动地生成大批量高质量预报，从而

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对未来进行规

划。  

 

SAS预报服务器为什么重要？  

SAS Forecast Server拥有卓越的

自动化和可扩展性能，可以使您的

企业甚至最大规模的企业，通过对

企业规划的各种挑战自动生成值

得信赖的预报，让企业更有效地运

行。同时，还让预报者能够把注意

力集中在那些最重要的预报上。  

 

SAS预报服务器为谁而设计？  

SAS Forecast Server适用于任何

行业中的企业，可满足大规模预报

和自动预报的需求，并解决大量预

报中所需大量专业分析预报人员

的短缺问题。  

其目标用户包括负责实际创建预

报的分析师、负责监督成功预报和

规划过程的经理及主管等人员。 

 

 
 
 
 
 
 
 
 

 

对于需要针对海量数据生成大量

预报的企业用户，预报过程可能问

题重重。问题可能是严重缺乏熟练

的分析师，也可能是对于现有的预

报人员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需

要进行的预报分析工作量太大。另

一个问题有可能是现有的软件无

法自动生成预报，或者是缺乏可扩

展性，不能满足大规模预报的需

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为了

简化预报过程而牺牲预报的准确

性，导致库存过剩、客服质量下降

以及其它规划不完善所带来的弊

端。  

SAS Forecast Server把具有图形

用户界面且易于使用的 SAS预报

工作室与 SAS成熟的预报功能，

以高度自动化和可扩展的方式结

合起来，有效缓解了上述问题。  

SAS Forecast Server可在无需人

工干预（除非必要）的情况下，快

速自动生成大量的基于统计的预

报。该软件可以自动选择最适合的

预报模型，优化模型参数并生成预

报。它还具有时间序列数据的管理

功能。交易数据可被转换成时间序

列格式，并同时完成预报，或者被

转化的数据可以加载到预报数据

集市，作为整个数据处理过程的一

部分。对交易数据的预处理，可以

帮助企业节省相当可观的时间和

资源。此外，SAS Forecast Server

可运行在交互式环境和批处理环

境中。用户和项目的需求，将决定

最适合的预报方法。 

主要优点 

ü 通过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快速

及时地做出预报。SAS Forecast 

Server 不仅可以自动生成高质

量的预报，还提供了交互修改模

型的能力。这使得大型预报过程

具有可管理性，并使分析师可以

将时间集中在最重要的预报上。

预报中只要求少量的手工输入，

减少了因企业内部政治原因或

个人原因造成的预报不准确。  

ü 更加切合业务实际情况的预报，

让您能更加自信地对未来事件

进行规划。在建模过程中，SAS 

Forecast Server 能够自动选择

可用的重要变量，包括业务驱动

因素、假日或事件，让您更准确

地做出预报。这种特性使得您的

预报能够更好地反映复杂的业

务状况。 SAS Forecast Server

能够针对您的数据自动建立最

适合的模型，让您获得在合理范

围内所期望的尽可能准确的预

报。  

ü 跨越所有的产品和地区，在任意

的聚合层次上，为您提供改善预

报性能的潜力。几乎没有限制的

模型信息库，让您能够针对大量

行为创建更加适合的模型。此

外，规划人员可以对 what-if 场

景进行测试，判断这些场景可能

对未来需求的影响。通过图形显

示，您可以可视化地观察诸如假

日、促销活动以及意外事件所产

生的影响，让您做出更准确的预

报，并更好地规划企业未来的营

销活动。 

 
 
  



   

 
产品概述 

SAS Forecast Server是一种大规
模自动化预报解决方案，具有

卓越的可扩展性。您可以通过

批处理方式或交互式图形用户

界面，进行自动诊断和统计预

报。对于要预报的各个项目，

SAS Forecast Server可以自动构
建最适合的预报模型，借助数

学方法来优化所有模型参数，

生成高质量的预报结果。  

易于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SAS Forecast Server 包括 SAS 
Forecast Studio图形用户界面，
您无须掌握 SAS 编程语言，就
可以使用 SAS 的预报模型和分
析技术。当然，高级用户也可

以通过 SAS 编程语言来使用更
多的预报功能。  

自动预报 
SAS Forecast Server能够自动基
于历史数据来确定最适合的预

报模型。根据用户自定义的条

件，对每个预报项目都会生成

一个最适合的模型，而且所有

模型参数都会被自动优化。您

可以提供任意数量的业务驱动

因素和事件（回归变量），它们 
 

都会被自动纳入模型进行考虑。您

可以指定需要预留的样本，这样预

报模型的选择就不单单只看模型

是如何适用于过去的数据，还要看

它们预报未来的能力。 

新项目向导 
借助新项目向导，预报新手可以快

速而轻松地建立自动预报流程。该

向导引导用户完成一系列预报任

务，包括数据选择、为数据集中的

变量分配任务角色、设置预报层

级，以及选择重要的自动预报准

则。预报人员可以指定一系列准

则，包括自动异常检测、预留样本、

预报范围以及预报是否允许小于

零值等。还可以设置例外规则，用

来标记和处理可能有问题的预报。 

层级化预报与调节 
对于层级中的每个序列（从最底层

的时间序列到最顶层的汇总序

列），都会分别建模并进行预报。

然后可在整个层级中对预报进行

调节，根据用户的选择，可以采用

从上而下、自下而上、或由里而外

的方式进行调节。调节操作可以保

留用户锁定的预报，并将识别任何

锁定的不一致性。 

 

用户覆盖功能 
利用 SAS Forecast Studio，预报人员
可对统计预报进行覆盖，在预报过

程中纳入人工判断或外部信息。 

场景分析器 
借助场景分析器，规划人员可以对

what-if场景进行测试，例如改变定
价和促销活动等，并确定这种改变

对未来需求可能产生的影响。该功

能在设计销售和营销计划时非常

有用，适用于不同行业，帮助您前

瞻性地引导客户需求，使之发展为

对您更为有利的模式。 

用户可定制的灵活层级 
对于每项预报任务，SAS Forecast 
Server都允许您定义任何最适合的
层级。销售规划人员可以根据客

户、地域和销售区域来创建一种层

级，而生产规划人员则可以根据产

品、配送中心和制造地点定义另一

种层级。用户可以在需要时轻松创

建任何新的层级。 

优化模型参数 
提供通过数学方法来优化模型参

数的功能，这样您就不需要猜测这

些参数，也不需要手动输入模型参

数，更无需进行繁重的网格搜索来

确定合理的参数估计。经过优化的

参数，会让模型和预报结果更加准

确。 

例外规则的设置 
SAS Forecast Server 允许用户设置
业务规则，以标记可能有问题的预

报。自动预报过程完成后，预报人

员就能快速识别哪些预报结果违

背了预定义的规则，以便将注意力

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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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管理控制台 
促销活动和异常天气等事件，

可能会对预报产生很大的影

响。事件管理控制台允许用户

创建事件定义、将事件分配到

项目中的选定序列，以及删除

事件。同时也支持事件定义的

导入，以及在各项目间的共享。  

自动选择回归变量/事件及其在
模型中的使用 
在预报过程中，SAS Forecast 
Server 可以自动选择有用的回
归变量（因变量）或事件。您

可以从任何数量的可用变量

中，选取回归变量和事件。除

选择最有用的回归变量和事件

之外，SAS Forecast Server还会
自动确定在模型中如何使用它

们。系统不仅会检查回归变量

和事件与预报项的同期关系，

而且会确定是否存在延迟和动

态关系。它将自动进行计算，

包括变量变换，延迟和转换函

数定义。 

自动异常检测 
SAS Forecast Server可以检查个
预报项的历史信息，并自动辨

识数据中存在的异常情况和偏

移。随后的预报将针对此类异

常和偏移进行适当调整。 

时态调节技术 
这项新的功能，允许您在不同

的时间间隔（例如小时、天、

周或年）上创建模型，利用不

同时间间隔所特有的季节模式

进行调节。这在预报上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电

力需求或是呼叫中心坐席调度

等方面，这些方面的预报需要

在不同的时间间隔上进行。 

 
 

主要特点  
易于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ü 自动化企业预报：通过交互式图形界面设置层级、参数和业务规则。  

ü 项目设置向导：以批处理方式或通过交互式图形界面生成自动化预报。  

ü 层级化调节：从上而下、自下而上、或由里而外的方式进行调节。  

ü 自动识别异常情况：基于可靠的统计逻辑和业务规则，生成异常情况报告。  

ü 利用覆盖功能，可以用人工判断来覆盖统计预报值，同时可以锁定覆盖结果。  

ü 通过硬拷贝、公司门户网站或网络，自动发布预报结果。  

ü 借助场景分析器，规划人员可以对 what-if 场景进行测试，例如改变定价和促

销活动等，并确定这种改变对未来需求可能产生的影响。 

可扩展性 

ü 用户可以选择预报流程的自动化水平。  

ü 重新诊断和确定候选模型，重新评估已有模型的参数，或是直接使用现有

的模型和参数来生成预报。  

ü 通过使用更有效的基于统计学的预报方法，并应用于整个企业之中，让持续

进行的可重复的预报成为整个规划过程中的一部分。  

ü 通过采用可扩充的模型信息库，为各种各样广泛的活动，创建出更多适合的

预报模型，例如：间歇性需求模型、非观测成分模型、ARIMAX模型、动态回

归模型、具有优化参数的指数平滑模型、以及各种用户自定义模型。  

ü 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架构，使得 SAS Forecast Server适用于解决大规模企业级预

报问题。  

易管理性 

ü 您可以通过 SAS Forecast Stud io友好的交互式图形用户界面，访问 SAS的高端

预报功能。无需编程，用户只需轻点鼠标，即可享受其强大的预报功能。  

ü 可在企业的规划工作流中纳入预报，使之成为一个持续进行的可重复的过程。  

ü 可以对大型预报流程的多个方面进行自定义，对模型选择、事件识别和意外

情况报告等进行控制。  

ü 通过事件管理控制台，创建和管理事件定义。  

ü 通过手动覆盖控制台，可以纳入人工判断或外部信息。支持覆盖锁定。  

ü 自动选择回归变量/事件，改善预报流程。  

ü 利用自动异常侦测，调整对异常事件的预报。  

ü 使用时态调节功能，以不同的时间间隔建立和调节模型。  

ü 通过代码生成图形用户界面，生成批处理代码。  

值得信赖的预报 

ü 自动执行大规模企业级预报任务。  

ü 进行自动化的分级预报。通过交互式图形界面，设置层级、参数和业务规则。  

ü 上下调节层级，保留已锁定的预报值。  

ü 按时间间隔调节预报。 
ü 通过合并两个或多个模型，创建集装模型，这样常常会带来更为准确的预报
结果 

 



   

批处理代码生成 
您可以通过 SAS Forecast Server
的交互式图形界面，生成 SAS
代码。SAS Forecast S tudio中执
行的所有工作，都能够被捕获

为 SAS代码。用户可以导出代
码，在程序编辑器中进行编辑，

以批处理模式来调度和运行，

也可以据此创建 SAS 存储过
程。  

自动化水平的选择 
用户可以选择预报流程的自动

化水平。如果您还没有找到各

预报项的最佳预报模型，或者

模型已经过时，您可以选择最

高的自动化水平。如果先前已

确定了合适的模型，则用户可

以选择保留使用当前模型，只

需对模型参数进行简单的再次

评估。为了获得最高的处理速

度，用户可以保留使用先前选

定的模型和模型参数估计，直

接生成预报。 

 
 

SAS预报服务器的系统需求 
若要深入了解 SAS预报服务器

软件的系统需求，下载白皮书，

查看屏幕截图或者浏览其它相

关资料，请访问：

www.sas.com/forecastserver 

若要深入了解 SAS预报服务器

中的大规模预报引擎，请访问：

www.sas.com/hpf。 
  

 
 
 

 
 

 
 
通过 SAS Forecast Studio图形用户界面，SAS Forecast Server提供了快
速简单的方式来管理预报。从而使预报人员得以集中精力来处理异常

情况，并进行高价值预报。 

 
 
 
 

 

SAS公司，免费咨询电话： 400 818 1081  

若要联系您当地的 SAS分公司，请访问：www.sas.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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