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S® Visual Analytics (SAS® Viya® 平台) 可以協助您什麼?
提供易控管的現代化分析環境，協助企業探索資料，洞察新的商業價值。分析者能輕易地

開發分析報表、績效報表以視察業務表現，並分享給其他人。分析者直覺地瞭解並解釋大

數據中的關聯模式、趨勢、差異性、與相關程度等重要資訊。高度自動化且易上手的視覺

化分析工具協助所有人從複雜的商業情境中獲得見解，找到高價且獨有的分析價值。

SAS® Visual Analytics (SAS® Viya® 平台) 的特色是什麼?
高效能的 In-Memory 運算引擎提供企業更快速地得到大數據的分析結果。透過直覺的視

覺化操作介面，豐富且成熟的分析工具，將大幅地提升企業裡不同構面、層次的分析者的

自主分析解決能力，打造出企業級的分析平台建設。同時，該平台提供統一的管理介面給

企業 IT 人員，以監管、維護安全且友善的分析環境。

SAS® Visual Analytics (SAS® Viya® 平台) 專為您設計
開放的分析平台提供共同分析、共享資源的環境，是專為企業組織裡不同層次的人所設

計，包括決策者、商業分析師、報表設計者、資料科學家等。不同單位、層次的分析者將

即時地分享彼此的分析結果，大幅地提升商業分析的生產力，並有效累積商業智慧的分析

環境。此外，IT 人員也能輕鬆地管理資料的完整與安全。

SAS® Visual Analytics (SAS® Viya® 平台)
提供企業組織更美觀直覺的分析報表、成熟易操作的分析工具、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實用且強大的模型分析等，即時的分析結果全都來自 SAS Viya 平台的 In-Memory  
高效能運算引擎。

產品介紹

優點

• 透過動態視覺化分析，瞭解並分享分析

所見。SAS Visual Analytics 可讓使用

者以自主方式由多重來源查詢及準備資

料，建立互動式報表及儀表板，迅速

概述及分享關鍵績效指標。報表使用者

可將資料交叉分析及切塊，找出其中答

案，或依據需求提出更多分析主題。

• 掌握資料全貌，並瞭解重要的關聯關

係。您可輕鬆以視覺化的方式快速探索

所有相關資料。互動探索功能可讓您檢

視隱藏在資料之中的所有機會。企業用

戶可找出事件的主因，並識別關鍵影響

因素，以制定更理想的決策。軟體將自

動突顯重要關係、偏差情形、群集、趨

勢及其他項目，揭露見解驅使行動。

• 來自分析結果的洞察力，驅動可期的商

業契機。簡單易用的預測分析工具無需

編程，即能讓商業分析師評估可能結

果，制定更理想的資料導向決策。利用

視覺化及智慧演算法減少實驗需求。您

不必再擔心遺漏關鍵因子，並能與專家

協作，讓您將重心放在最有關聯性的工 

作上。 

• 加入地理地圖資訊，探討視覺化分析的

新價值。結合傳統商業資料與地理位置

資料以瞭解全貌，然後再作出決定。

地理位置分析將「位置」維度拉到前

線，讓您能用最新方法分析資料、瞭解

地理位置因素，同時識別地理位置專屬 

機會。

• 隨時隨地分享您的分析新發現，並與之

互動。高階主管和前線人員可快速與報

表、圖表及儀表板互動及協作，深入瞭

解商業效能，共同解讀結果，並決定最

佳行動。內容可透過網路、Microsoft 

O f f i c e  應用程式及行動裝置與他人 

分享。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希

望探索資料，並使用

分析功能，即使本身

並不具備進階分析技

巧。此外，IT 人員發

現要滿足各式資料存取及準備需求，同時

處理客製化分析及儀表板等日常要求，越

來越困難。結果決策者需要花很長時間才

能取得見解，因而感到挫折。 

為了協助所有人在需要時取得自己所需的

解答，SAS Visual Analytics 提供直覺化

介面，並結合自主式報表設計、資料視覺

化及易於使用的分析功能。其中利用 SAS 

Viya 引擎加速提供見解。 

SAS Viya 以各種功能讓 SAS 平台現代化，

例如以高可用性隨時提供解答、快速的

In-Memory處理，以及原生雲端支援。SAS 

Visual Analytics 具備彈性與擴充性，能夠

以一致及控管的方式處理更多使用者、更

多資料，以及各式各樣的商業情報與分析

工作負載。 



概觀

互動式資料視覺化可協助所有人探索及更

充分瞭解資料。在視覺化中加入分析功

能，能夠揭露隱藏在資料中的見解，讓您

輕鬆找出影響利潤的模式與趨勢。 

您可迅速找出影響產品品質或客戶流失的

偏差情形，並辨識資料中具有高相關性的

參數。找出前述關係可協助您判定結果是

否相關或重要，以便將重點放在最重要的

領域。

SAS Visua l  Ana ly t i cs  提供可擴充的 

In-Memory 引擎，搭配非常易於使用的介

面。SAS Visual Analytics 結合互動式資料

探索、儀表板、報表及分析功能，可協助

企業用戶找出寶貴見解，無需編碼或進階

資料科學家的技術。不過無論想挖掘多深

的資料，SAS Visual Analytics 都能提供所

需的功能和視覺化工具。如此大家都能迅

速評估可能的結果，作出更聰明、以資料

為導向的決策。

報表製作者、商業分析師，甚至傳統消費

者，都能迅速建立並分享視覺化分析和報

表，從資料中獲得新見解。IT 人員則能輕

鬆管理一般 SAS Viya 環境，讓心情更愉

快。他們可以衡量及監控資料、使用情形

與排程及其他項目，提供迫切需要的監管

措施。 

以更好的視覺化分析詮釋商業智慧

深入挖掘報表和儀表板資料，找出更多選

項並識別商機。找出資料中的新關聯，讓

決策者豁然開朗。您之後可輕鬆分享自己

的分析歷程，讓其他人可以追隨您的腳步

發掘新商機。

透過說明內容、分享及協作，便能提升結

果的價值和可信度。這些不只是一般的靜

態報表。SAS Visual Analytics 還可建立協

作式報表，帶動討論以更深入挖掘資料，

並改善決策。

美觀直覺的自主式探索

提供 Web 型探索分析和其他易用功能，

即使非分析專長的使用者也可以運用 SAS 

Visual Analytics 得到精準見解。非技術型

的使用者只需要從側邊欄選取資料欄位，

就能輕鬆創造或變更查詢、動態篩選或是

資料分群。自動圖功能會依照選取欄位的

資料形態自動找出最適當的圖形呈現。 

精通分析的使用者利用視覺化技巧能夠發

現趨勢，更快速取得深入見解。如此可以

節省現行每天耗費的大量時間，減少重複

試驗並從中找出需要深入分析的地方。

圖 2：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從大量文字中萃取出重要的字詞及潛在主題，並透過情緒分析，

協助您判斷文字背後的情緒指標

圖 1：視覺化的資料探索協助您更輕易地發現大數據中的商業價值



主要特色輕鬆駕馭的自主式分析

量身設計簡單好用的分析功能，讓商業分

析師能夠自行產生及使用分析模型，無須

學習新技術或仰賴 IT 的幫忙。企業用戶可

在需要時取得所需解答，專業人員則不再

承受持續要求分析的負擔。 

SAS Visual Analytics 可讓商業分析師迅速

評估可能結果，或預測未知參數，支援做

出更妥善的決策。其他強大，但是又簡單

好用的功能包括：

• 自動預測。配合資料選擇最合適的預測

方法。即使入門使用者也能進行可靠的

預測。 

• 情境分析。辨識重要變數，並判斷變數

變更時會如何影響預測結果。 

• 目標求解。判定達成目標預測可能需要

的底層因子值。

• 決策樹。依據各項觀察套用的一系列規

則，建立輸入資料的階層區分。 

• 網路分析。瞭解複雜資料如何互相 

連結。 

• 路徑分析。視覺化獨特事件順序之間的

關係。路徑分析以一系列路徑的方式，

顯示資料由單一事件前往其他事件的流

動情形。 

• 文字分析。套用情感分析至 YouTube 

影片、Twitter 串流、Facebook 貼文、

Google Analytics 資料或客戶評論，以

便快速瞭解社群媒體及其他領域正在討

論的話題。SAS Visual Analytics 提供

的不僅僅是計算各別文字出現次數的文

字雲。內容分類器會判斷哪些主題最重

要，識別主題與文件中的情感觀點，提

供明確途徑以供進一步探索。 

自主式探索

• 支援互動式探索，以挖掘資料中的關聯模式、趨勢、差異性、相關程度等，適合不

同層次的商業分析者及報表使用者

• 支援豐富的視覺化工具，除了常見的基本統計圖，還包括文字雲、向量圖、相關矩

陣、動畫氣泡圖、排程圖、盒鬚圖、測量儀器、熱圖、蝶形圖、樹狀圖、瀑布圖、

雙縱座標圖等豐富的工具

• 支援自動圖功能，以最適當的圖表視覺化呈現分析者選取的欄位變數

• 支援KPI呈現，不論數值或類別資料，將以資訊圖的風格呈現多元業務的重要指標。

• 支援地圖位置分析，讓分析者快速地洞察資料在地理空間上的分析價值

• 支援下鑽功能，分析者可針對兩個以上的欄位變數設定彼此的階層關係，並搭配其

他視覺化工具呈現下鑽分析，例如商品的大小分類、商店的行政階層等

• 支援自訂類別順序，針對特定類別變數的不同類別值，分析者可以設定類別值在其

他視覺化工具中排列的順序，例如長條圖、折線圖等

• 支援自訂衍生變數，分析者可透過豐富的函數，即時建立分析上所需的衍生變數。

• 支援常見的敘述性統計量呈現，包括最大值、最小值、上下四分位數、平均值、標

準差等，並搭配其他視覺化工具呈現

• 支援多元層級的物件連結，包括圖表本身的篩選，不同圖表間的篩選/選取、不同報

表頁面間的連結、不同報表間的連結，甚至URL連結，大幅提升報表的操作彈性。

• 支援類別資料的顯示規則，分析者可以統一同一類別資料在不同圖表物件呈現時的

顏色，提高分析報表的整體感與可讀性

• 支援排名顯示，圖表物件可針對特定變數，設定僅顯示最高或最低排名的資料，提

高資料呈現的簡潔性

自主式分析

• 支援文字分析，除了超過30國文化語言的分析技術，繁體中文的自然語言處理是採

最豐富的繁中語料庫 – 中研院平衡漢語語料庫為後盾，以大幅提升繁體中文分析技

術的準確度。常見的自然語言分析技術，包括繁中斷詞、詞性辨識、實體辨識、權

重計算、潛在主題演算模型、情緒分析等

• 支援路徑分析，透過 Sankey 熱流圖呈現序列性事件、網頁、商品等的客戶流量模

式，協助業務人員快速瞭解行銷事件、網頁優化、商品銷售順序等重要資訊

圖 3：結合 Microsoft Office，提升資料分析結果的闡述能力



透過單一介面，提供互動式 BI 報表
設計，及豐富的視覺化分析

超越一般商業情報解決方案的範圍。透過 

SAS Visual Analytics，您可以直接針對報

表和探索進行分析，並經由不同管道分享

資訊，而且一切都是在相同的使用者介面

作業。 

由於更多人能夠存取資料並套用分析，因

此討論商業情報儀表板及報表的重要性與

日俱增。前述討論是瞭解及解讀的關鍵所

在，才能達成一致立場並制定決策。促進

討論資料的方式之一，就是將資訊放在

大家能夠容易取得的地方，其中包括網

路、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及行動裝

置。 SAS Visual Analytics 可減少團隊必須

熟悉的工具以及 IT 必須維護的系統數量。 

結合 Microsoft Office，提升分析
結果的闡述能力

與 Microsoft Office 結合，有助於使用者透

過熟悉的 Microsoft 應用程式，協作及分享

即時的互動式視覺化報表。將您的互動式

資料探索與報表結合 Excel 和 PowerPoint 

來呈現您的發現。運用 Outlook 電子郵件

信箱與他人分享互動報表，並進行協作。

結合互動式報表內容，並將發現的結果記

錄在 Microsoft Word 文件內。 

Mobile BI

分享及協作的關鍵，在於決策制訂者

隨時隨地都要能得到資訊。有了  S A S 

Visual Analytics，使用者就能透過適用

於 Windows 10、iOS 及 Android 的原生

應用程式，迅速在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

檢視互動式報表及儀表板。您可註解、新

增評論，並將報表以電子郵件傳送給其他

人。可傳送電子郵件警示，在報表更新或

資料變更時通知使用者。SAS Mobile BI 應

用程式可從 Microsoft Store、Apple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店免費下載。

主要特色 (續)

自主式分析 (續)

• 支援網路分析，忠實地呈現不同實體間的社群關係，且支援於地理地圖上展示

• 支援時間序列預測，根據資料的歷史走勢，以時間序列模型預測數值未來的趨勢，

包含點估計、區間估計 (信賴區間)

• 支援情境分析，時間序列模型可因應分析者設定不同潛在因子的數值變化，預測出

目標變數的變化結果，大幅提高分析者對商業情境的模擬策略

• 支援決策樹演算模型，為機器學習中可解釋性最高的分類/預測模型，大幅提升分析

者對資料的洞察能力，常見的應用包括精準行銷名單產生、壽險的好人/壞人模型、

客戶分群等

• 支援推薦演算模型，採平行化的高效能引擎作矩陣拆解運算，針對巨量的客戶與商

品間的偏好資料，迭代演算出最佳的客戶與商品配對分數，大幅強化業務人員或數

位通路的商品推薦能力

互動式報表

• 支援精確且靈敏的報表物件配置，提高版面配置的彈性，及操作上的便利

• 支援加入網頁內容，包括 YouTube 的影片、網頁的應用程式、影像圖片等

• 支援多元的控制物件，例如下拉式清單、按鈕列、勾選清單、滑桿等，報表使用者

可輕易地篩選報表的資料內容

• 支援參數化控制物件，報表使用者可調整參數，更改物件的呈現內容，以檢視重要

的資訊

• 支援參數化文字呈現，文字物件可呈現日期導向、系統自動產生的文字內容，搭配

報表的使用情境，提高報表的可讀性

• 支援清單表格匯出，視覺化報表中的清單表格物件可匯出成 .xlsx、.csv、.tsv 等格

式檔案，常與預測模型工具搭配使用，產生客戶名單等

• 支援 D3.js、C3.js、Google Charts 等資料視覺化開源工具，有效與 SAS Visual 

Analytics物件結合與互動，共享同一資料源，打造高度客製化的視覺化分析報表

圖 4：時間序列模型中，使用目標求解及情境分析兩大功能，充分量化潛在因子與目標變

數的交互作用，並預測未來趨勢。



地理位置分析

地理位置資料長久以來，都是收集用於 GIS 

及地圖。都市計畫人員、執法單位及房地

產公司，已經使用地理資料多年時間。不

過由於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錶、iBeacon 

及感測器收集越來越多的位置資料，每個

產業都越來越關注地理位置分析。 

地理位置分析不只是在地圖上標示地點，

而是利用其他資料與分析擴增位置資

訊，產生更深入的見解。透過 SAS Visual 

Analytics，您就可以結合傳統資料來源 (如

交易、客戶及營運與位置和人口統計資

料)，在地理脈絡下進行分析。您可利用全

新方式分析資料，瞭解各種機會與風險，

並以視覺化方式與資訊互動，制定更明智

的決策。

自主式資料準備，縮短分析時程

以快速平行的方式將資料載入 In-Memory 

環境，提供給許多相關及 Hadoop 資料來

源使用。亦提供資料集壓縮功能，因此載

入資料的大小不受可用記憶體限制。 

企業用戶可利用拖放功能匯入自己的資

料、合併表格、套用資料品質函數，以及

建立計算欄位和其他功能。 

不論是報表、儀表板或探索，隨著更多使

用者建立互動式內容，自主式資料準備需

求將會增加。SAS Visual Analytics 提供各

種功能，協助使用者因應前述需求。

互動式報表 (續)

• 支援所有視覺化工具發佈為報表。

• 支援預警功能，可在報表上建立警示門檻值，當條件滿足時，系統將自動以電子郵

件或文字訊息通知報表的訂閱者。

• 支援報表發佈，以安全的方式將報表發佈成PDF檔或電子郵件通知。可採一次性或

週期性的方式發布，例如每日、每周、或每月。

• 支援自動儲存，系統在報表為編輯狀態時，是以每5秒自動儲存報表進度。因此，

當分析者的工作階段發生意外而結束，將可重新開啟自動儲存的版本。

• 支援報表公開，管理者可以設定是否公開報表，供外部訪客使用及觀看報表，以得

到報表中的商業資訊。

Mobile BI

• 針對使用原生手勢及功能的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提供原生 iOS、Windows 10 

及 Android 支援，實現豐富且反應靈敏的使用者體驗。 

• 報表建立一次後，就能在任何地方檢視。 

• 即時螢幕分享功能，可讓遠端使用者與公司同事分享行動裝置螢幕。

• 於行動裝置安全存取內容，線上或離線都沒問題。 

• 協同合作支援包括註解、評論、分享等功能，也能利用電子郵件傳送報表給 

其他人。

• 可擷取螢幕畫面並加入意見，然後與其他人分享。 

• 報表更新、資料變更或應用程式更新時，會向企業使用者通知警示。

• 與第三方主檔資料管理廠商合作，例如 Good Technology、MobileIron 及 

AirWatch。 

主要特色 (續)

圖 5：透過直覺的拖拉式操作介面，設計出直覺美觀的動態分析報表，並發佈。



統一管理介面

SAS Viya 管理環境包括立即可用的稽核

與使用報表，管理員可直接存取監控與管

理功能。管理工具將自動針對所有  SAS 

Visual Analytics 報表物件收集使用資料，

並依據這些資料建立管理報表。 

高效能的 In-Memory 分析引擎

SAS Visual Analytics 利用 SAS Viya 處理

持續成長的使用者、資料類型、資料量，

以及不斷演進發展的商業情報和分析工作

負載。本產品設計用於可擴充的分散式處

理，因此能夠非常靈敏地回應持續變更的

需求。

SAS Viya 平台搭載 CAS (Cloud Analytic 

Services) 運算引擎，負責在記憶體內部

執行處理功能，並於叢集中的各個節點分

散處理。資料及中繼結果儲存於記憶體之

中，可依據需求持續儲存，並橫跨各個職

務及使用者邊界，減少延遲時間。即使伺

服器無法連線至部分節點，容錯功能可

確保持續處理要求，保證一定完成提交 

工作。 

支援多租戶，可讓多個租戶共用資源，即

使各個租戶以邏輯方式隔離也沒問題。通

訊層也能在執行時由伺服器移除或新增節

點，確保彈性及擴充性。

地理位置分析

• 透過 Esri ArcGIS Online 或 OpenStreetMap，啟用地理地圖功能。

• 您也可以在地理地圖套索資料點，選擇特定資料做進一步分析。

• 分級著色圖可輕鬆利用視覺化方式，呈現地理區域的測量變異。 

• 可透過 Esri ArcGIS Online 存取所有 Esri 基礎地圖及地理搜尋功能，無需額外 

付費。

• 自訂多邊形 (例如銷售區域、投票區、樓層平面圖、座位圖) 可讓您依據業務需求探

索世界。 

• 地理點叢集可更輕鬆視覺化大量位置資料，並識別關注區域。利用不同的縮放等

級，獲得更多或更少的詳細資料。

• 行進時間和行進距離分析功能，可由頂級 Esri ArcGIS Online 授權 (需另行向 Esri 購

買) 提供。

• 地理資料豐富化功能，可讓您在不同情境視覺化 Esri (需要 Esri 提供 Esri ArcGIS 

Online 授權) 的人口統計與其他類型資料，揭露全新見解。

自主式資料準備

• 支援表格附加 (Append)、合併 (Join)、篩選 (Filter)、和轉置 (Transpose)

• 支援資料準備工作的排程及監控，大幅降低重複性的資料準備時間

• 支援關聯圖 (Lineage)，協助分析者瞭解不同資料源的欄位變數關係

• 支援表格層級和欄位層級的資料特徵呈現，協助分析者快速瞭解資料品質

• 支援多種資料來源，包括傳統資料庫、Hadoop 分散式儲存資料庫、Excel 工作

表、剪貼簿、社群媒體等

• 支援常見的資料清理功能，例如英文大小寫轉換、重新命名、移除欄位、切割欄

位、自訂新的衍生欄位、和變數轉換等

主要特色 (續)

圖 6：SAS Mobile BI 應用程式可用於 Windows 10、iPad®、iPhone®、Android 平板電

腦和智慧型手機，與動態報表進行互動。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存取 
SAS 分析套件

SAS Visual Analytics 不僅提供直覺美觀的

視覺化操作介面，也提供程式設計環境，

讓分析者也能以 SAS 程式語言開發所需的

分析工作。

此外，不同程式語言的分析者，包括 

Python、R、Java、Lua 等，皆可使用其熟

悉的程式語言存取SAS的分析套件， 並執

行需要大量運算效能的演算法分析、模型

分析、及資料特徵工程等。此外，SAS 平

台的 RESTful API 也協助您將分析技術嵌入

至企業所需的應用程式中。

SAS Visual Analytics 實為企業中不同構

面、層次的分析師提供共同分析、共享資

源的大平台。

高彈性的佈署環境， 
且支援雲端環境

在 SAS Viya 上運作的 SAS Visual Analytics 

可使用大型運算群集，並在單一伺服器或

分散模式下運作。SAS Visual Analytics 於

分散模式執行時，分散運算環境的所有節

點將用於計算。資料將分配到群集內的各

個節點，運用群集強大的運算能力處理分

析工作。

您可以將 SAS Visual Analytics 部署在最

適合組織的地方，例如現場部署、透過 

Cloud Foundry 等技術部署於私有雲，

或是部署於 Amazon Web Services 及 

Microsoft Azure 等公有雲。您也可透過預

先部署及預先設定受管理的 SAS 軟體即服

務方案存取此軟體。

統一管理介面

• SAS Environment Manager 提供易於使用的 Web 型中央管理及監控功能，協助您

掌握商業情報和分析環境，包括使用者、資料、內容、伺服器、服務及安全性。

• 使用者驗證及內容授權支援監管功能。

• 物件層級安全性 (資料夾、報表等) 及資料安全性 (表格及列層級) 支援監管功能。

• 與 LDAP 等企業身分目錄緊密整合。

• 使用者及群組的應用程式功能對應規則，能夠支援監管功能。

• 利用白名單或黑名單行動裝置，判定 SAS Mobile BI 授權。

• 近乎即時儀表板，可監控系統狀態及關鍵活動。

• 彈性新增及刪除分散式處理節點。 

• 由可編寫指令碼的 API 批次執行管理工作，包括管理安全性、程式庫、使用者群組

及組態。

• 可自訂的監控及效能報表。

• 全環境記錄探索、工作排程及監控。

高效能的 In-Memory 分析引擎

• CAS (Cloud Analytic Services) 可在記憶體之中執行處理工作，並於群集中的各個

節點之間分散發佈處理。

• 使用者要求 (以程序語言表示) 將轉譯為行動，並包含所需參數，以便在分散式環境

中處理。分析結果和訊息將傳回程序，由使用者採取進一步行動。 

• 資料以區塊管理，可隨需載入至記憶體之中。 

• 如果表格超過記憶體容量，伺服器可快取磁碟的區塊。資料及中繼結果儲存於記憶

體之中，可依據需求持續儲存，並橫跨各個職務及使用者權限。

• 包括高效的節點至節點通訊。演算法將判定特定工作最佳的節點數量。 

• 通訊層支援容錯，可讓您由運作中的伺服器移除或新增節點。可複製所有元件實現

高可用性。

• 支援舊型 SAS 程式碼，並能與 SAS 9.4M5 用戶端直接互用。

• 支援多租戶部署，可讓共用軟體堆疊安全地支援獨立租戶。

主要特色 (續)

圖 7：透過拖拉式分析者介面，載入所需資料、表格合併、建立新欄位變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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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透過地理位置分析，分析者更能深入地探討地理位置結構下的商業智慧

SAS PROCs 及 CAS 功能

• 程式設計介面 (SAS Studio) 可讓 IT 或開發人員存取 CAS 伺服器、由 CAS 伺服器直

接載入及儲存資料，以及支援在 CAS 伺服器的本機和遠端處理。

• Python、Java、R 或 Lua 的程式設計人員或 IT 人員，也可依據 CAS 伺服器存取資

料及執行基本資料運用，或是使用 PROC CAS 執行 CAS 行動。 

• 有了 REST API，您也可以整合及新增 SAS 功能至其他應用程式。

部署選項

• 內部部署：

• 以單一架構伺服器支援中小型組織需求。

• 分散式伺服器可因應持續成長的資料、工作負載及擴充能力需求。

• 雲端部署：

• 企業代管；私有或公有雲端 (例如 Amazon 的 BYOL) 基礎架構；SAS 管理的軟體

即服務 (SaaS)；以及 Cloud Foundry 平台即服務 (PaaS) 支援多家雲端供應商。

主要特色 (續)關於 SAS

美商賽仕電腦軟體  (SAS Inst i tute 

Taiwan Ltd..) 是商業預測分析市場

中，首屈一指的全球商業分析軟體與

服務的領導廠商，透過企業智慧平台

的支援結合創新的商業應用系統，

SAS 協助全球七萬五千家企業，提升

組織績效、快速制定最適化的商業決

策。SAS 成立於 1976 年，總部位於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Cary，SAS 臺灣分

公司於 1989 年成立，目前國內超過

四百家產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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