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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高性能分析
在前所未有的大数据上，快速生成极为精确的洞
察，解决复杂的业务问题。

SAS高性能分析适用于解决复杂的业务问题，

这些业务问题需要使用精密高端的分析技

术，同时还要访问海量的数据。 

它消除了目前常见的分析工具在处理大数据

时所存在的局限，同时也消除了现有计算资

源所带来的计算能力限制。 

您能够以近实时的方式获得分析结果（一般

是在秒级或分钟级，而非以前的数小时或数

天）。 

分析人员将能够轻松进行数据准备、探索、

针对多种场景进行建模，产生准确及时的洞

察，帮助管理层制定更好更有效的决策。

SAS高性能分析利用了数据库设备厂商(EMC 
Greenplum或Teradata) 特别配置的硬件，并通

过以下SAS解决方案来提供高性能支持：Base 
SAS、SAS/ETS、SAS/STAT和SAS Enterprise 
Miner。

在分布式的内存计算环境中，通过支持复杂

的分析运算，SAS高性能分析可以帮助您进行

数据准备、探索、针对多种场景进行建模。

而这些工作，是基于您以前从未想像过的大

数据，同时为您生成准确快速的洞察。如果

您可以将分析工作的时间，从数天或数小

时，缩短到几分钟甚至几秒，毫无疑问，您

就有能力来解答更多的what-if问题。您将无

需花费大量时间来等待系统出结果，这些时

间可以用于模型调优并多次运行。

• 更快更自信地做出反应，把握新机遇，掌

控风险，做出正确决策。更好更快更准确

的分析洞察，在机遇消失之前，帮助企业

实现更高的业务价值，驱动营收增长，实

现成本节约。

• 无需因资源限制等因素而妥协，去采用一

些简陋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在您

的全部数据上（而不是部分数据或汇总数

据），使用精密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支持更有目标和针对

性的决策。用户可以使用最好的建模技

术，更多地进行建模尝试，对新想法进行

检验，发现更多更准确的洞察。

•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洞察，做出高价值

而且需求急迫的决策。缩短从开始建模到

部署整个过程所需的时间。SAS高性能分

析，提供了卓越的分析速度，让您可以在

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对众多场景进行

评估，快速侦测，快速行动。

• 它利用了高扩展性和高可靠的基础架构，

针对大数据量和复杂计算进行了优化。为

了获得理想的计算性能，在专有数据库设

备的支持下，数据会被放入内存中进行后

续分析。当您想运行新的场景或进行新的

计算时，这些需求会被极快地处理，因为

数据可以快速放入内存，不受架构的限制

约束。

主要优点SAS高性能分析可以做什么？ 

SAS高性能分析可以帮助企业以最

细的粒度来分析大数据，只需几分

钟就可以快速生成精确的洞察，而

无需等待数小时。这种特性让您可

以使用全量数据，进行数据准备、

探索并针对多种场景进行建模。您

不必基于数据的少量样本展开这些

工作，从而缩短响应时间，快速做

出更好的决策。 

SAS高性能分析为什么重要？ 

SAS高性能分析帮助企业利用大数

据，进行更复杂的分析，来解决业

务难题，这些难题在以前甚至被认

为是无法解决的，让企业快速把握

发展机遇。SAS高性能分析可以帮

助您剔除不重要的变量，识别出变

量间的重要关系，采用最佳的建模

技术，提高预测精度，做出更有价

值的决策。 

SAS高性能分析为谁而设计？ 

SAS高性能分析，为分析人员提供

了专用的分析环境，展开数据准

备、建模和模型部署等分析工作。

它同样适合IT人员来使用，通过内

建的高扩展性的架构，来管理和完

成复杂的分析任务，满足不断变化

的业务需求。

产品概述

SAS高性能分析是需要特别配置的软

件，需要与SAS合作的特定数据库设备

厂商进行支持，包括 EMC Greenplum 或 

Teradata，采用内存计算技术来解决复

杂问题。SAS高性能分析，是市场上唯一

能够在大数据上向客户提供高端分析能

力的内存计算产品，为客户带来更快速

的洞察。 

SAS高性能分析，并不仅仅只是在内存

计算环境中，提供数据查询、报表和描

述统计等分析技术。为了获得理想的计

算性能，在专有数据库设备的支持下，

数据会被放入内存中进行后续分析。因

为数据已经被存放在数据库中，就可以

快速地再次读入内存，以便展开后续分

析。

高性能分析环境

SAS高性能分析环境，支持客户端提交

的SAS会话（如BaseSAS、SAS/ETS、SAS/
STAT和SAS Enterprise Miner），它利用数

据库设备来作为共享内存的计算网格。 

这种设计支持SAS代码和分析程序的海

量并行计算。它能够快速地将大量数据

读入内存，并针对这些数据，在内存中

运行线程化的分析算法。SAS高性能分

析软件，需要数据库设备的支持，来优

化分析处理过程，按需来分配大量内存

资源，以近实时的方式解决复杂的业务

问题。

高性能数据探索

SAS高性能分析，通过一系列并行化的

程序，支持大规模数据的探索和汇总。

这种数据探索功能，让您可以在非常短

的时间内，对大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您可以计算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极

差、分散度和集中度等统计量，以及变

量的基数、汇总和水平等信息。

高性能变量归约

该特性支持无指导的变量选取技术，

筛选出一组最重要的变量，用于共同解

释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量。HPREDUCE
过程用于进行变量分析，并进行维度归

约，从原始变量集合中筛选出一个子

集，这个子集中的变量贡献了总体数据

方差中最大的部分。

高性能线性回归

SAS高性能分析支持最小二乘回归，借

助该算法，用户可以检视目标变量和一

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SAS高性能分

析中的回归过程，包括多种不同的模型

选择方法，并能生成各种诊断统计量。

它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功能，包括效应

选择和对CLASS语句的支持，对于包含

了内在类别的数据，可以进行模型效应

选择。

高性能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分析，支持将二值变量、二项

名义变量和多项名义变量作为目标变

量，是一种常用的预测算法。 

高性能逻辑回归进行了优化，以发挥算

法的最高性能，将算法的计算过程分布

到计算网格中并行处理。它支持逻辑回

归算法，同样可以将二值变量、二项名

义变量和多项名义变量作为目标变量来

进行拟合。 

在这种高性能分析架构上，您只需数秒

或数分钟就可以完成模型选择，这样就

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针对更多变量进行多

次建模实验，建立起更好的模型。

高性能神经网络，支持建模人员运行更多的训练叠代，显著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和Lift。

制造业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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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非线性回归 

该特性支持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或最大似

然估计，来拟合非线性回归模型。您可

以通过SAS程序语句来指定模型，让您

在建模中拥有更大的灵活度，发现目标

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高性能混合线性模型

该特性支持您使用多种混合线性模型，

对数据进行拟合。您可以使用这些拟合

模型来做出关于数据的统计推断。混合

线性模型是对标准线性模型的泛化，通

过GLM过程来调用——在泛化形式下，

数据中可能存在相关性和无约束变异。 

混合线性模型为您提供了建模的灵活

性，不仅考虑到数据的均值（在标准线

性模型中采用），同时也考虑到数据的

方差和协方差。

高性能数据挖掘

SAS高性能分析，为SAS Enterprise Miner
提供了高性能挖掘节点（具体细节请参

见“主要特点”一节）。该特性进一步提

升了数据挖掘的速度，从数据抽样、探

索、修改、建模到模型评估。除此之外，

高性能的DATABASE过程还可以对多种

输入数据源生成汇总信息。

高性能神经网络和随机森林（实验

性的）

高性能神经网络利用了并行计算环境，

增强了算法的预测能力。用户可以通过

更多的模型训练，来生成更好的模型，

显著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SAS高性能

随机森林过程，支持您快速建立随机森

林模型，该模型由多个决策树组成。 

数百个决策树可以通过并行的方式，在

多个节点上进行训练。

高性能事件数回归和严重性模型

SAS/ETS中的两个过程也支持高性能分

析。COUNTREG（事件数回归）过程，针

对整数目标变量进行建模。 

严重性模型，用于拟合随机事件（如保

单理赔损失的分布、以及具有正面影响

的事件）严重性的概率分布。

主要特点 

高性能分析 

• 为多个SAS分析软件提供高性能支持，包括Base SAS、SAS/ETS、SAS/STAT和SAS 

Enterprise Miner。

• 提供平台来支持大数据的访问，这些数据可以存储为几乎所有商用系统中能见

到的格式。 

• 并行读取输入数据，以及并行写入输出数据。 

• 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并行化地执行SAS分析过程。

高性能数据探索

• 通过一系列并行化的程序，支持大规模数据的探索和汇总。 

• 在大数据上，极快地生成描述统计量。 

• 计算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极差、分散度和集中度等统计量，以及变量的基

数、汇总和水平等信息。 

高性能变量归约

• 使用HPREDUCE过程可以缩减维度，从原始变量集合中选择部分重要变量，同

时保持模型的解释能力。 

• 通过指定一组变量来最大化地共同解释数据方差（协方差分析），从而实现无

指导的变量筛选。 

• 支持分布式计算，以及CORR、COV和SSCP矩阵的输出。 

• 使用CLASS语句来支持类别型的输入变量。 

• 通过VAR语句来支持主效应和交叉效应。 

• 输出统计量和矩阵信息，用于探索式数据分析，同时也可用作统计过程的直接

输入。通过消除冗余的矩阵聚集运算，节约了时间。 

高性能线性回归 

• 支持广义线性模型和分类效应的标准参数化。 

• 支持数据分区，将数据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 支持FREQ语句，进行分组分析，同时支持WEIGHT语句进行加权分析。 

• 提供多种效应选择方法。

高性能逻辑回归

• 预测二值型、二项和多项输出。 

• 提供建模语法，包括CLASS和基于效应的MODEL语句。

• 提供用于序数型数据的积累线性模型，和用于无序多项数据的广义逻辑模型，

支持建模操作(变量选取)。 

• 提供WEIGHT和FREQ语句，分别支持加权分析和分组分析。 

• 提供OUTPUT语句，生成输出数据集，其中包含了预测概率和其它与观测有关的

统计量。

高性能非线性回归

• 可以根据用户给出的公式来计算派生变量，进行更稳健的参数估计，改善估计

的精度，同时速度更快。 

• 评估用户给出的公式及其置信限。 

• 使用最小二乘和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高性能混合线性模型 

• 支持您使用多种混合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您可以使用这些拟合模型来做

出关于数据的统计推断。 

• 支持多种协方差结构。 

• 针对对所有指定的、可估计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线性组合，提供适当的标准

误差，以及相应的T检验和F检验。 

• 提供特别的密度和稀疏度算法，充分利用分布式多内核计算环境。

高性能数据挖掘 

• 包含了以下SAS Enterprise Miner节点，支持高性能计算：HP Data Source, HP Ex-

plore, HP Transform, HP Variable Selection, HP Regression, HP Neural Network, HP 

Random Forest (experimental) , HP Impute.

高性能数据挖掘DATABASE过程 
• 对于重要的输入数据源，创建汇总信息，包括： 

• 观测数。 

• 包含缺失值的观测数。 

• 最小观测值。 

• 最大观测值。 

• 平均观测值。 

• 标准差。 

• 不对称性测量。 

• 尾重（heaviness of the tails）测量。 

• 非缺失观测的总和。 

• 校正平方和。 

• 平方和。 

高性能神经网络

• 支持输入变量和目标变量的自动标准化。 

• 支持自动选择和使用校验数据集。 

• 当验证误差不再降低时，可以自动停止模型训练。 

• 支持对每条观测单独加权。 

高性能随机森林决策树（实验性的）

• 建立数百棵决策树的集装模型，来预测单个目标变量。 

• 并行训练数百棵决策树，分别在不同的网格节点上运行。 

• 从所有可用的输入变量中，随机选择用于节点切分的输入变量。 

• 使用与目标变量最相关的单个变量进行切分。 

高性能事件数回归

• 拟合回归模型，其中的目标变量为事件数量。

• 支持零堆积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模型。

• 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高性能严重性模型

• 拟合随机事件严重性的概率分布。

• 基于严重性分布的规模，拟合回归模型。

• 支持九种不同的概率分布，包括Tweedie分布。

• 允许用户增加新的概率分布。 

• 可对数据截断和数据删失进行建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