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S® 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
(Visual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VDMML)
提供豐富的資料探勘工具、強大的機器學習模型，以及全程化的資料分析流程， 
為您解答最複雜的商業分析問題。

產品介紹

隨著資料量快速增

長，技術成熟的資料

科學家及分析技術

人員逐漸短缺。組

織很難即時獲得解答，無法因應日漸複雜

的問題。不論是分析每一筆交易找出新興

詐騙模式、分析日趨成長的社群媒體談話

內容提升客戶體驗，或是建置精準的現代

化推薦系統以預測下一個最佳方案，精密

的機器學習軟體可協助組織解決各種重要 

問題。 

SAS「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可處理所

有必要步驟，以整合式視覺化分析流程介

面，將原始資料轉化為各種見解。各種專

業分析人員能夠存取及準備資料、設計功

能、執行探索分析、建構及比較機器學習

模型，並建立評分程式碼，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實作預測模型。

優點

• 大幅提升分析團隊生產力。本項解決方

案支援完整的機器學習分析流程，可讓

各種使用者以精準模型為基礎建構及擴

展，取得高度精確的結果，且全部都在

單一協作環境中進行。 

• 減少資料與決策之間的延遲時間。互動

式視覺及程式設計介面，可大幅縮短準

備資料及建構模型的時間。高速處理提

供快速結果。

• 探索多種方法，充滿自信地找出最佳解

決方案。分散式處理的卓越效能，以及

功能豐富的建構區塊打造機器學習建

構流程，可讓眾多使用者快速探索及

比較多種方法。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

數設定，以建立最佳的機器學習模型。

分析生命週期中，每個階段的數據結

果都成為您值得信賴的分析價值及商業 

智慧。

• 更快解決複雜的分析問題。本項解決方

案於 SAS® Viya® 這款最新版的 SAS 平台

執行，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提供預測建模

與機器學習功能。In-Memory 資料避免

重複的分析步驟多次載入相同資料。分

析模型只需要幾秒鐘或幾分鐘便能完成

處理，不用再花上數小時，因此能以最

快速度解決困難問題。 

• 以自動產生的 SAS 評分程式碼快速佈署

預測模型。易於實作的評分程式碼，可

在多種程式設計語言中自動產生，進一

步縮短實現價值的時間，適合所有機器

學習模型使用。

• 提供使用者各種語言選項。Python、

R、Java 及 Lua 程式設計人員，不必學

習如何在 SAS 進行程式設計，就能體驗

本解決方案的強大功能。使用者可使用

其他語言，存取深獲信任及通過測試的 

SAS 機器學習演算模型。

SAS® 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可以協助您什麼?
提供全方位的分析者操作介面，為企業打造完整的資料分析流程。從資料前處理、資料探

索、模型建置、評估、到模型佈署，所有分析者都在統一的共同分析平台發揮所長。高規

模化且富彈性的分析流程將大幅加速企業求解最複雜的商業分析問題。擁有豐富的現代化

機器學習技術，您將更具分析競爭力去探索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資料的大數據世界。

SAS® 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特色是什麼?
為第一優先的解決方案，在完善的分析平台上結合極為出色的進階分析工具、資料前處

理、資料視覺化、模型評估與部署，並支援使用常見的開源程式語言存取 SAS 開發的分析

套件。不僅富含豐富的統計分析工具，以及非統計的現代化模型分析、演算法分析，也為

您打造企業級的共同分析平台，大幅提升企業競爭力，並探索前所未有的成長契機。

SAS® 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專為您設計
全程化的共同分析平台，是專為不同分析階段的分析者所設計，包括資料科學家、統計學

家、資料分析師、商業分析師等，並提供SAS、Python、R等分析者使用SAS的分析套件及運

算資源。為企業中不同風格的資料分析者，提供一個安全且友善的共同分析環境。同時，該

平台提供統一的管理介面給子企業IT人員，以監管及維護分析平台。



透過瀏覽器提供互動式的程式開發環境

• 提供視覺化分析環境，滿足全程化的分析流程所需

• 支援拖拉式操作介面。此外，也支援程式撰寫

• 支援自動產生分析程式碼，在分析流程中每個階段的節點

• 提供實務上最佳的機器學習建置流程範例，協助分析者快速應用機器學習技術

• 提供共同分析平台，不同構面、階段的分析者能即時分享彼此的分析結果，並透過

專案管理的方式累積分析經驗，有效達到共同分析、智慧傳承的分析環境。

支援分散式處理的規模化In-Memory分析引擎
• 支援分散式處理，特別是大數據的複雜計算，為分析者提供更快速的解答

• 大幅降低每個分析階段讀取及寫入同一資料源的時間，而提高分析者的生產力

• 支援多人存取同一資料源的效率提升

• 支援將所需的原始資料及分析產物暫存在記憶體內，以減少資料讀取時間

• 內建分析流程管理，以最佳化運算資源的配置

• 內建容錯移轉 (Failover)，以確保完成所需的分析工作

主要特色概觀

S A S  提供令人興奮的全程視覺化分析

環境，涵蓋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所有

層面，從資料載入、資料前處理 /清理

乃至於精密的模型建構與部署。分散式 

In-Memory 處理功能負責處理大型資料及

複雜建模，能夠更快速提供解答，並有效

使用資源。

富彈性且友善的視覺化分析環境

分析者可利用易於使用的視覺介面，分

析巨量的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資料。每個專

案 (目標) 都以視覺化分析流程定義，將分

析生命週期分為一系列步驟，以邏輯順序

呈現。分支作業可非同步執行。視覺介面 

(Model Studio) 提供整合式環境，用於最常

見的機器學習步驟：資料前處理、特徵工

程、探索、模型建立與部署。互動式作業

提供簡易方式，將成熟的最佳化演算法套

用至複雜的大數據。以上互動也產生 SAS 

程式碼，可儲存用於之後的作業自動化。

此外可輕鬆分享程式碼片段及最佳實務範

本。Model Studio 提供高度協作環境，用

於建構、擴展及共用模型。

高效能的 In-Memory 分析引擎

本解決方案提供安全的多使用者環境，可

同時存取記憶體內部資料。資料與分析工

作負載分散在各個節點同步運算，並於各

個節點以多執行緒進行，提供極快的分析

速度。所有的資料、資料表和物件，只要

需要，就會一直儲存於記憶體中，實現高

效處理。內建容錯及記憶體管理功能，可

將進階工作流程套用至資料，確保程序一

定能夠完成。 

您可大幅減少大型資料及分析處理的執行

階段、降低網路流量，並完全利用現代的

多核心架構，更快速地找到解決方案。

視覺化分析流程提供協作高效的環境，用於建立及部署精準的現代化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模型。

SAS 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可協助分析者迅速開發及輕易解讀進階機器學習演算法。



現代化統計分析、資料探勘工具、

機器學習技術

SAS「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分析

平台提供您豐富的現代統計分析工具、機

器學習模型、深度學習模型，以及進階文

字演算法分析等。 

此外，還包括分群演算法、各式各樣的迴

歸模型分析、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

梯度提升 (Gradient Boosting)、支援向量

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自然語言

處理、潛在主題演算模型、推薦演算模型

等。這些強大的分析工具協助您在結構化

和非結構化的大數據中，發現前所未見的

關聯模式、趨勢、差異性、及相關程度。

SAS「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擁有分

析高流量大數據資料的能力，是您選擇深

度學習工具的最佳選擇。豐富的深度學習

模型包括常用於影像辨識的卷積式類神經

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常用於進階文字分析的回饋式類神經

網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Autoencoder、Seq2seq 等。 

類神經網路、梯度提高及隨機森林等複雜

的機器學習模型，並自動最佳化模型參

數設定，大幅節省分析者的時間與運算 

資源。

資料前處理、特徵工程、維度縮減

為了克服經常耗時的分析資料前處理，拖

放介面可讓資料工程師在整合的視覺化分

析流程之中迅速清理及轉換變數，並擴增

及合併資料。所有行動均於記憶體之中執

行，維持一致的資料結構。找出資料問

題，並以進階分析技術加以修復。迅速找

出可能的預測因子，縮減大型資料集維

度，並由原始資料輕鬆建立新功能。

現代化機器學習模型

• 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

o 自動整合多個子決策樹模型，以預測單一目標變數

o 自動分派獨立的子決策樹迭代演算

o 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數設定，以建立最佳隨機森林模型

o 支援 K-fold 交叉驗證，可避免模型的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o 支援自動產生隨機森林模型的 SAS 評分程式碼

• 梯度提升 (Gradient Boosting)：

o 自動迭代搜尋與輸入變數相關的最佳資料分割比例

o 自動重複多次抽樣，根據每次迭代演算的殘差數值

o 自動加權平均子決策樹模型的預測結果，作為最終整合模型的輸出

o 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數設定，以建立最佳梯度提升模型

o 支援 K-fold 交叉驗證，可避免模型的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o 支援自動產生梯度提升模型的SAS評分程式碼

• 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s)：

o 可自訂類神經網路的模型架構及權重

o 可使用大量的隱藏層，以達到深度學習的效果

o 自動標準化輸入變數及輸出變數

o 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數設定，以建立最佳的類神經網路模型

o 支援 K-fold 交叉驗證，可避免模型的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o 支援自動產生類神經網路模型的 SAS 評分程式碼

• 支援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o 支援線性及多項式核心函數 (Kernel Functions)

o 支援 Interior-Point 法和 Active-Set 法

o 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數設定，以建立最佳的支援向量機模型

o 支援 K-fold 交叉驗證，可避免模型的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o 支援自動產生支援向量機模型的 SAS 評分程式碼

• 因子分解機 (Factorization Machines)：

o 支援稀疏矩陣運算，以建立最佳的推薦演算模型

o 支援高維度的 Tensor 矩陣拆解

o 支援多元的情境變數，包含時間戳記、客戶背景、和推薦情境相關等變數。

o 支援 Warm Restart，僅需以新的資料來源更新模型，而不必重新訓練新模型。

o 支援自動最佳化模型參數設定，以建立最佳的因子分解機模型

o 支援 K-fold 交叉驗證，可避免模型的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o 支援自動產生因子分解機模型的SAS評分程式碼

• 貝氏網路 (Bayesian Networks)： 

o 支援多種網路架構，包括 Naïve、Tree-Augmented Naïve (TAN)、Bayesian 

Network-Augmented Naïve (BAN)、Parent-Child Bayesian Networks、和

Markov Blanket

o 支援自動挑選最佳的網路架構，以建立最佳的貝氏網路模型

o 支援自動產生因子分解機模型的SAS評分程式碼

•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o 支援多種類神經架構，包括Deep Fully-Connected Neural Networks (D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

Autoencoder、Seq2seq 等

o 支援常見的類神經網路結構優化方法，例如 Dropout，以及 L1、L2 正規化等

o 支援常見的類神經網路權重優化方法，例如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SGD)、Limited-memory 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 (L-BFGS) 等

o 支援分散式及平行化運算，包括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MPP) 架構、多

個執行序並行 (Multiple Threading)、多個圖形處理器 (GPU)

o 支援分析者客製化神經元函數 (Activation Function) 和目標函數 (Loss Functions)

主要特色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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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前處理

• 支援分散式資料變數處理/ 清理程序

• 支援大數據的資料特徵探索，並計算常見的描述性統計量

• 資料特徵：

o 針對大數據，提供輸入變數的資料特徵描述

o 依變數性質，智慧地建議分析者設定變數的腳色

• 樣本抽樣：

o 支援簡單隨機抽樣、分層抽樣、過度抽樣，並以衍生變數標記抽樣結果

特徵工程、維度縮減

• 支援分箱 (Binning) 技術，適用於連續型變數

• 支援主成分分析，包括 Moving Windows PCA、Robust PCA

• 支援變數分群，針對具共線性問題的變數作分群，能有效簡化模型的複雜度，並在

可接受的模型表現範圍內

• 支援高效能的補值 (Imputation) 技術，包括以使用者指定值、平均數、偽中值 

(Pseudo-Median) 或非遺失值的隨機抽樣方式等對遺失值作補值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 支援30種文化語言，包括中文、日文、韓文、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克羅

埃西亞文、捷克文、丹麥文、荷蘭文、波斯文、芬蘭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印度

文、印尼文、義大利文、挪威文、波蘭文、葡萄牙文、俄文、斯洛伐克文、斯洛維

尼亞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塔加拉族文、土耳其文、泰文、及越南文。

• 支援語句斷詞

• 支援詞頻分析，計算所有字詞的出現次數、文件數，以及不同的權重計算，例如

Entropy、TF-IDF

• 支援標註詞性，超過15種以上的詞性，例如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

介系詞、連接詞、感嘆詞等

• 支援實體辨識，例如地理位置、日期、時間、金額、住址、組織名稱等

• 支援複合名詞及複合字偵測，並視為單一字詞於機器學習分析過程

• 支援同義詞偵測，依設定好的同義詞清單於分析過程中自動處理

• 支援字詞的黑名單 (Stop List)，黑名單內的字詞不會出現在斷詞及其他分析結果中

• 支援字詞的白名單 (Start List)，僅白名單內的字詞會出現在斷詞及其他分析結果中

• 提供預設的黑名單及白名單，且分析者能任意增減所需的字詞，以優化分析結果

• 支援潛在主題演算模型，透過 SVD 演算技術，找出大量文字或文章中的重要主題

• 支援文章向量化，將原始文章內容映射到多維度的主題空間中，將非結構化文字轉

換成結構化數值資料，利於後續結合機器學習模型或其他分析

• 支援自動產生自然語言處理及潛在主題演算模型的 SAS 評分程式碼

模型評估

• 支援多種模型表現指標計算，例如誤分類率、RMSE、Lift、ROC等

• 支援模型的迭代演算過程呈現，利於分析者判斷模型的演算表現

模型評分

• 支援自動產生最佳模型的 SAS 評分程式碼，並用於新資料的評分或預測

自然語言處理

以大數據分析的運算風格所設計，協助企

業探勘前所未有的非結構化文字世界。您

將從龐大且複雜的文字資料中，挖掘許多

潛在的重要議題，甚至商業價值。自然語

言的分析結果也能有效提升機器學習的預

測表現，為企業的大數據萃取出高價且獨

有的商業智慧。

模型評估、模型評分

在同一次執行中測試不同的模型方法，利

用標準化測試比較多個監督型學習演算法

的結果，快速找出最好的模型。之後將以

自動產生的 SAS 評分程式碼，在分散及傳
統環境中進行操作化分析。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存取、雲端環境

部署

不同程式語言的分析者，包括 S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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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將  SAS「視覺資料探勘與機器
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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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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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