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介紹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特性？
SAS Visual Analytics 提供一個完整的視覺化分析平台，讓您可以從資料中快速
找出過去不容易發現的趨勢與關聯性。無需調整就能直接應用的進階分析工具

搭配互動的自主性商業智慧分析與報表功能，讓任何人都能夠從各種規模和種

類的資料，甚至包括文字在內，產生全新的見解。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重要性？
無論是否熟悉技術細節，所有類型的使用者都可以運用圖形化工具自己動手分

析資料，同時強大的 In-Memory 技術提供一個高速的計算環境，讓使用者更快
就能得到結果。這是一個容易上手的自主分析環境，並且隨時都能夠依照企業

的需求擴充運算能力。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訴求對象？
這是設計給您的企業中任何一位想要從資料中獲得洞見的使用者，無論他是具

影響力的人、決策制定者或分析師、統計學家和資料科學家。IT 人員也能夠用
簡單的方式管理與確保資料的完整性與安全性。

SAS® Visual Analytics
商業視覺化：儀表板、報告及適用的分析，全在同一介面上

不分產業與規模，所有企業都會蒐集各種

類型的資料。然而，傳統的架構與現有的

基礎設施並非專為提供快速分析的需求所

設計。

因此，IT 單位為了滿足各種對客製化分

析、一次性報表的需求而應接無暇。決策

制定者在試圖迅速解決問題時，往往因為

需要很長的時間，有時甚至根本無法取得

所需的資訊而感到洩氣。而且越來越多

決策制定者、分析師和其他商業使用者

希望能透過電子郵件或iPhone®、iPad®、

Android等行動裝置分享報告。

為協助企業應用內部不斷增長的資料量，

SAS Visual Analytics 提供深入的互動體

驗，結合進階的資料視覺化、簡單易用的

介面與強大的 In-Memory 技術。讓您透

過視覺的方式探索資料，執行分析，瞭解

資料所代表的意義。接著透過網頁、行動

裝置或 Microsoft Office 軟體，隨時隨地

依照需求建立並傳送報告。

優點
• 盡情利用資料，不受限制。儀表板、報表及分析，全在同一介面上。

• 在商業智慧中加入分析和建模。SAS 提供單一介面，可直接進行報表、探索及建模，

呈現真正的智慧商業。現在，除了使用和製作報表，更能深入挖掘，建立分析模型。

• 隨時隨地取得資訊。原生的 Mobile BI App，除了可以檢視報表與儀表板以外，還能與

之互動。

• 分享資料。Microsoft Office 整合套件可透過 Excel 及 PowerPoint 等熟悉的 Office 程

式檢視報表與儀表板成果，分享即時且動態的視覺化分析。

• 不錯過重要資訊。先進的資料視覺化與引導分析，利用各種視覺化技術，以最美觀的方

式呈現資料。

• 選擇適合的商業智慧環境。可以選擇符合企業需求的商業智慧和資料探索環境，並能

夠隨著企業的需求成長擴充。可以選擇將環境部署在內部的單一伺服器或是分散式環

境，也可部署在私有雲或公有雲 (例如 Amazon Web Services)，或訂閱 SAS Visual 

Analytics for SAS Cloud。



概觀
資料視覺化可協助使用者探索資料並找出

重要資訊。在視覺化中加入分析，能幫助

發現深埋在資料中的關聯性。分析視覺化

更有助於探索業務中的趨勢和對營收有影

響的市場，快速辨識可能影響產品品質或

客戶流失的外部因素，也能輕鬆辨識出資

料中具有高相關性的參數。雖然其中某些

相關性很明顯，但有些則非如此，識別出

這些關係，便能將重心放在影響力最高的

領域。

SAS Visual Analytics 結合儀表板、報表、

商業智慧和分析，提供資料視覺化與分析

視覺化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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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表板、報表、商業智慧及分析，全

在同一介面上

SAS Visual Analytics超越一般的商業智慧

平台，提供資料探索和分析， 使用者可

在相同的使用者介面上，直接從報表轉往

探索功能，平台上還有資料管理、檢視報

表、協作等功能，以及 Microsoft Office 

整合和支援 SAS Mobile BI App，SAS 

Visual Analytics 幫助企業挖掘出深層資

訊，提升整體效率，並且減少使用者必須

熟悉以及 IT 必須維護的系統數量。

適合每個人的完整分析視覺化平台

SAS Visual Analytics 結合強大的 In-

Memory 技術，容易上手的介面，和拖

拉點選式的分析功能，無須撰寫程式碼。

報表製作者、商業分析師，甚至傳統上

的報表消費者都能建立並分享視覺化分

析，從其資料中獲得新見解。SAS Visual 

Analytics 是專為處理巨量資料所設計，

支援 In-Memory 技術，能滿足當下和未

來的需求。彈性的部署選項，讓您在資料

增加時，也能夠迅速擴充運算能量。

清楚呈現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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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成後，很重要

的是向其他人說明，讓其他人也能了解分

析的來龍去脈。透過說明內容、分享及

協作，便能深入瞭解資料，提升結果的

價值和可信度。SAS Visual Analytics 與 

Microsoft Office 整合，使用者可在熟悉

的 Microsoft Office 程式內直接建立互動

的自助式報告，這些不只是一般的靜態報

表。SAS Visual Analytics 還可建立協作式

報告，帶動討論以更深入挖掘資料，並改

善決策。

視覺化分析能夠揭開隱藏於資料中的關聯性。

文字情感分析可顯示最常使用的詞彙與片語，還有這些詞彙、片語在文件中的情感觀

點，讓您能快速辨別正向或負向的回饋。（目前僅支援英文與德文）



透過高效能 In-Memory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實現速度與準確度

SAS LASR Analyt ic  Server 為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 In-Memory 分析

引擎。In-Memory 分析讓 SAS Visual 

Analytics 可快速從數十億筆資料的上百

個變數中找出關係。速度和準確度是分

析有效與否的重要關鍵，它能讓貴企業

在市場中搶佔趨勢，並積極掌握，成為

具競爭力的領導者。

深入利用新世代的資料來源

社交媒體資料和自由格式的文字文件成

為資料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後，最常出現

的問題是「這些資料中含有哪些珍貴資

訊？」。透過 SAS Visual Analytics，推特

內容、臉書粉絲團、客服中心記錄、線上

留言和其他文字文件都能加以分析，判斷

常見詞彙與片語的出現頻率以及其他更多

資訊，例如對主題、詞彙及整份文件的情

感進行判斷，結合文字情感分析與資料視

覺化工具，篩選出文件中的主題和情感觀

點，找出需要注意的領域。

主要特色

視覺化資料探索

• 自動圖功能可依據使用者選擇的欄位，自動決定最適合的圖表。

• 整合地圖工具有助於理解資料的地理特性。

• 「這是什麼意思」功能可說明變數之間的關聯性。

• 視覺化分析工具包含盒形圖、熱圖、氣泡圖、動畫氣泡圖、網路流程圖、決策樹、

山齊熱流平衡圖等。

• 用滑鼠選擇側邊欄內的欄位或動態篩選與分組就可以輕鬆變更查詢。

• 可調整大小的概觀檢視列讓使用者在檢視大量資料時可以放大選取的部分。

藉由互動式視覺化的資料探索，讓更廣泛的對象能夠進行資料分析。

利用目標求解瞭解目標的變動如何影響底層因子，或運用情境分析瞭解預測結果如何受底

層因子變動的影響。



SAS® Analytics 提供強大視覺化功能

透過網頁進行分析探索和其他易用的功

能，即使非分析專長的使用者也可以運用

分析預測工具得到精準的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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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意思」頁籤為分析結果提供解

釋，幫助所有人瞭解資料和分析結果所代

表的意義。

精通分析的使用者利用圖形化工具能夠迅

速、輕鬆地從資料中發現趨勢，並得到更

深入的洞察，可以節省現行每天必須不斷

利用試誤法才能從資料中找出哪些地方需

要深入分析時所耗費的大量時間。

檢視營運系統中的資料流量

客戶如何瀏覽我們的網站？客戶在客戶服

務中經歷了哪些過程？營運系統中累積的

交易資料，可清楚呈現客戶在這些地方移

動的軌跡。SAS Visual Analytics 的路徑

分析可讓企業檢視這些路徑模式並辨識趨

勢，像是客戶從何處進入公司網站、瀏覽

的內容，以及從何處離開等。企業可透

過在 SAS Visual Analytics 找到的路徑模

式，深入分析非預期的行為模式。這類的

深入視覺化分析能幫助決策制定者了解應

該從何處提升商機。

主要特色 (續)

自主性、輕鬆分析

• 可對任何規模的資料進行快速的 In-Memory 分析。

• 可立即進行描述性、預測性及決策分析。

• 可任意切換使用各種不同圖形輕鬆檢視資料。

• 可在任何階層上篩選多維度資料。

• 可以上鑽或下鑽任何階層資料。

• 可檢視最小值、最大值及平均值等描述性資料，提供連續型資料分布形態的概觀

瞭解。

• 可計算新的欄位並套用至任何圖表之中。

• 可即時產生預測並包含預測信賴區間。

• 自動選取最適合的時間序列預測模型分析資料。

• 使用情境分析功能，讓使用者瞭解外在變數的改變對預測結果會產生什麼影響。

• 以互動方式產生決策樹，以圖形呈現預測發生的事件。專家選項可讓使用者修改建

立決策樹時使用的參數。

• 單鍵即可建立以時間週期為基礎的計算項目。

• 利用自訂類別自訂分級與分組。

• 文字分析，包括文字雲與內容主題分類。

• 網路流程圖可以搭配地圖顯示，包括 ESRI 伺服器的地圖圖層。

• 可將資料探索結果儲存為報表物件，以供其他使用報表、圖片或 SAS Mobile BI App

的使用者觀看。

山齊熱流平衡圖運用路徑分析，顯示事件在交易過程中發生的順序。



適合所有人的分析

每個人都有為其量身設計簡單好用的分

析工具，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創造自己的

圖形化分析，無須學習新技術或仰賴 IT 

的幫忙。使用者上傳介面讓使用者可以

分析自己的 Excel 工作表或是其他資料

來源。其他強大，但是又簡單好用的分

析工具還包括：

• 自動的時間序列預測工具會根據資料挑

選最合適的預測方法，即使入門使用者

也能進行可靠的預測。

• 目標求解和情境分析，透過互動分析預

測變動如何影響相關變數，也能觀察預

測如何受到相關變數變動的影響。

• 決策樹以圖形呈現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

• 網路流程圖以圖形表現複雜資料的內部

連結。

• 地圖工具讓您可以瞭解資料的地理特性。

• 文字分析應用於分析推特的內容或者是

客戶的留言，可以快速找出當下最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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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情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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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清楚的洞見以供進一步

探索。

• 路徑分析提供一個深入觀點檢視客戶在

系統中流動的路徑。山齊熱流平衡圖可

用於分析客戶在網站中的瀏覽方式，或

貨物在配送中心的流向。

主要特色 (續)

強大的報表設計、製作與檢視

• 為使用者提供網頁型、互動式的報表製作介面。

• 設計一份報表，列印成 PDF，或發佈至任何裝置，亦可以排程發佈報表。

• 參數化的計算，可進行動態篩選、排名、計算並設定顯示規則。

• 彈出式資訊視窗可在檢視詳細資料的同時而不會增加報告的複雜度。

• 資料匯入精靈可在建立報表之前，提供資料預覽、篩選或抽樣。

• 可以從報表設計介面上傳資料至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 精確的版面配置模式為報表版面配置與設計提供彈性。

• 自訂圖形範本，建立新的混搭圖表。

• 可建立即時的階層，在報表內增加資料下鑽功能。

• 可選擇預先製作的篩選樣目，群組與排序設定。

• 輕鬆建立自訂的計算項目與篩選器。

• 提供各種圖表：柱狀/3D 柱狀圖、條線圖、圓餅/3D 圓餅圖、折線圖、散佈圖、熱

圖、氣泡圖、動畫泡泡圖及樹狀圖。

• 可以利用下拉式選單、按鈕、清單及滑桿等各式元件在報表上增加篩選功能。

• 整合 ESRI 地圖伺服器，在地圖報表中加入ESRI圖層。

• 可以設定特定警示範圍或警告值，讓有訂閱報表的使用者在資料到達警示範圍時

收到通知。

• 訪客模式讓訪客無需登入即可檢視報表。

• 無縫整合 SAS Office Analytics 與 Microsoft Office 的 SAS 增益集，可讓使用者從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開啟報表。

SAS Visual Analytics 拖放式的報表設計環境可以設計及發佈動態的互動報表和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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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 

Visual Analytics，決策制訂者就能透過

原生的 iOS 和 Android Mobile App，

在 iPhone、iPad 或 Android 手機、平

板電腦上使用互動式報表及儀表板快速

進行檢視及協作。Mobile BI App可從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商

店免費下載。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和 SharePoint 
整合進行協作及分享

與 Microsoft Office 和 SharePoint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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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或 

SharePoint 與他人分享互動報表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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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取並載入資料

可以從各式資料來源將資料載入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的 In-Memory 

分析引擎，甚至包括分散式架構的 

Hadoop。可快速從許多資料來源平行

載入資料，包括 SAP HANA、Oracle、

Pivotal HD、Cloudera Hadoop、IBM 

Netezza、Teradata 等。

亦提供資料壓縮功能，因此即使報表、

探索及分析使用的資料大小超過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的可用記憶體也

可以載入。

主要特色 (續)

Mobile BI
• 原生 iPhone、iPad 與 Android App提供功能豐富的使用者體驗。

• 可在行動裝置上透過行動網路安全地線上或離線檢視報表。

• 可在報表上加註、提供意見以及擷取螢幕畫面，並以電子郵件與其他人分享。

• 當報表更新時，可寄送通知至行動裝置。

• 整合第三方廠商，例如 Good Technologies 與 Mocana，提供行動裝置管理功能。

協作

• 報表、視覺化分析和資料，都可直接從 SAS Visual Analytics Hub 開啟探索。

• 與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整合：Outlook、SharePoint、Excel 及 PowerPoint。

• 行動裝置、Microsoft Office 與網頁介面的使用者皆可在集中位置分享及檢視註解。

註解會儲存於報表中，供所有人檢視。

可透過專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手機、平板電腦設計的 SAS Mobile BI App檢視互

動報表。



商業智慧與分析管理

管理員可透過 SAS Visual Analytics 管理

環境內建的稽核及使用量報表直接存取監

控與管理功能。管理工具將自動針對所有 

SAS Visual Analytics 物件收集資料，並依

據這些資料建立管理報表。

單一機器或分散模式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 In-Memory 分析

引擎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設計為

可在單一伺服器或叢集分散模式下運作。

SAS Visual Analytics 的單一伺服器支援最

小至四核心伺服器，分散模式則至少需要

四台 (四核心) 伺服器。

SAS Visual Analytics 在分散模式下執行

時，分散運算環境下的所有伺服器都將

用於計算。資料將分配到叢集內的所有機

器，運用叢集強大的運算效能高速分析。

雲端運作

訂閱在 SAS Cloud 上運行的 SAS Visual 

Analytics，可快速開始使用 SAS Visual 

Analytics 探索資料，以及建立和分享報

表。通過SAS Cloud自助式管理和存取，

可快速取得投資回報。

主要特色 (續)

輕鬆設定並協助 IT 進行資料管理
• 網頁介面供 IT 人員輕鬆管理 SAS 資訊資產，包括使用者權限、伺服器及資料。

• 可設定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的記憶體使用量上限。

• 內建稽核與使用量報表。

• 資料壓縮功能可將超出可用記憶體容量的資料表載入 SAS LASR Analytic Server 引

擎進行分析。

• 使用者驗證與資訊授權適用於整個 SAS Visual Analytics 平台，以支援資料治理和實

施 IT 政策。

• 同時提供 IT 管理及使用者自助資料上傳兩種方式。

• 可透過互動方式準備資料以進行分析，包括表格連結、自訂計算欄位。

內建的管理介面可用於監控及管理 SAS Visual Analytics 環境。

透過拖放式介面準備並載入資料，在介面中連結表格、建立計算欄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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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SAS

美商賽仕電腦軟體  (SA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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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色 (續)

部署彈性

• 可以採用單一伺服器模式部署，適用於小型企業或單一部門。

• 利用平行處理功能針對分散式環境進行最佳化，並可以隨著企業的需求與資料量的

成長擴充。

• 整合 Hadoop 以達到效能最佳化與高擴充性。

• 可用於一般硬體、資料庫或私有雲、公有雲和 SAS Cloud。

直接在 Microsoft Outlook 內輕鬆分享並檢視 SAS Visual Analytics 報表 (運用所有的

互動性)。

藉由整合SAS Office Analytics ，強化 Microsoft Excel 的資料呈現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