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觀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是雲
端就緒資訊平台，有助於為整個
組織提供突破性的洞察能力，並
快速建置解決方案，以便跨內部
部署及公有雲來擴充資料，並有
關鍵任務信心做為後援。 

重點 
 以 SQL Server AlwaysOn 提
供不中斷的服務 

 以 xVelocity 記憶體內部技術
獲得疾速效能 

 透過 Windows Azure SQL 資
料庫進行隨選擴充，從裝置到

資料中心到雲端 
 經由 Power View 和 

PowerPivot 快速探索資料，
現亦內建於 Excel 

 經由 BI 語意模型和 Data 
Quality Services 取得一致可
信的資料 

關鍵任務信心 
藉由低總擁有成本，提供包括可

用性和高效能的關鍵任務環境 

不中斷的服務與保護功能 
提供伺服器到雲端永遠上線和資料保

護的功能，不浪費時間和金錢 

 使用全新整合式高可用性與災難復

原解決方案 SQL Server AlwaysOn，

可縮短停機時間。 

 使用選項設定多個主動式次要項，

以及迅速容錯移轉並修復應用程式

的能力，達到最高的應用程式可用

性和資料保護。 

 藉由 Windows Server Core 的新支

援，大幅減少 OS 修補。 

 使用 Active Secondary 將各種不同的

工作負載卸載至次要項，可排除閒置

硬體，並提升 IT 成本效率和效能。 

 使用增強的線上作業與即時移轉，

消除 Hyper-VTM 中規劃的停機時

間，在維護作業期間維持執行時間。 

 使用整合式設定與監控工具，簡化

高可用性需求的部署與管理。 

 使用 Database Recovery Advisor 協

助為資料庫復原和備份啟用更可預

測的最佳還原順序。 

 不論應用程式是否部署於內部部署

或 Microsoft 私有雲或公有雲中，

均可達到最高等級的可用性。 

啟動疾速效能 
在領先業界的基準支持下，達到突破

性且可預測的效能 

 使用適用於資料倉儲和商業智慧的 

xVelocity 記憶體內部技術，體驗跨 

SQL Server 的新一代效能。 

 使用 xVelocity 記憶體內部技術，將

星狀聯結及其他類似查詢的資料倉

儲查詢效能大幅提升 10 到 300 倍。 

 使用適用於商業智慧的 xVelocity 記

憶體內部技術，以快如思考的速度

與數十億資料列互動及探索。 

 使用經過大幅改進而讓效能和規模

大增的全文檢索搜尋，支援閃電般

快速的查詢效能。 



 

 

 利用壓縮功能將資料量增長幅度減

少約 50-60%1，大幅提升密集使用 

I/O 之工作負載的效能。 

 使用資源管理員來定義跨不同應用

程式的資源使用情形，為同時執行

的混合式工作負載取得一致效能。 

 使用熟悉而使用簡易的管理工具，

分析查詢執行計劃、擷取資料庫活

動、最佳化索引和結構，並可確保

一致的效能。 

 將資金押在持續領導業界相關 TPC 

和現實中之應用程式效能基準 2、

值得信賴的平台上。透過 SQL 

Server 發行經 SAP 認證、可執行業

界要求的一些最嚴苛的工作負載。 

組織資訊安全與法務遵循 
透過內建的資訊安全和 IT 控制達到

資訊安全和法務遵循 

 以使用者定義的伺服器角色來支援權

責區分，輕鬆管理資料的存取權限。 

 透 過 預 設 為 關 閉 的 內 建 服 務 

Configuration Manager，只啟用所

需的服務，以確保加強資訊安全的

部署，並將介面區攻擊減到最低。 

 藉由內建的 IT 控制項協助確保使用

者資料分析的安全，這些控制項包

括適用於在 SharePoint 中發佈和共

用 之 使 用 者 報 告 的  Microsoft 

SharePoint 和 Active Directory 新

資訊安全模型。 

 控制已部署應用程式的資料庫存取，

同時透過使用無需伺服器登入之自

有獨立式資訊存取的已包含資料庫

驗證，提升管理能力。 

 使用內建加密功能保護資料可保護

機密資訊，不必變更應用程式。 

 藉由跨所有 SQL Server 版本的稽核

彈性、篩選、使用者定義稽核，以

及啟用功能來確保法務遵循，並提

升與稽核相關的管理能力。 

 允許 Windows 群組使用者帳戶使

用預設的資料庫結構描述，透過預

設的群組結構描述提升管理能力，

並降低資料庫結構描述的複雜性。 

安心無虞 
透過 Premier 服務和支援、信任的合

作夥伴生態系統，以及大批免費工具，

協助確保安心無虞 

 Microsoft 的 Premier 關鍵任務支援

和 Microsoft 關鍵優勢計畫，提供

公司建立主動式 IT 環境和必要作業

所需的服務和支援，為任何關鍵應

用程式提供最高可用性和效能。 

 Microsoft 提供廣大的合作夥伴生態

系統，有 640,000 個以上合作夥伴，

其中包括來自 SAP、Temenos 和 

Kronos® 等廠商的同級最佳應用程

式，以及與 Dell、HP 和 EMC® 等

領導業界的 OEM 之間的夥伴關係。 

 Microsoft 透過授權方案、企業應用

程式方案，以特定軟體保證方案提供

客戶無限制的支援，讓您安心無虞。 

 Microsoft 會提供免費的軟體服務套

件，這點與許多軟體公司不同。 

 使用由大批 Microsoft 工程師開發

並在線上提供的免費工具，迅速規

劃升級或移轉。 

 使用新的 Distributed Replay 可藉

由應用程式的變更、設定的變更和

升級來簡化應用程式的測試，並盡

可能減少錯誤。 

契合您需求的雲端系統 
從伺服器至私有雲或公有雲，均

可依照您的需求快速建立並擴充

商務解決方案 

提供彈性與選擇 
從伺服器至雲端，均可使用彈性部署

選項提升靈活度 

 利用混合式 IT 機會及橫跨傳統伺服

器、裝置和雲端的共通架構，自由

地超越任何一個部署環境的束縛，

不再受限。 

 利用備受肯定的 Microsoft 雲端功

能，不管是私有雲或公有雲，都能

透過 SQL Server 2012 提供可互通

的部署選項，藉此取得作業彈性。 

 透過在 Windows Azure 虛擬機器中

的 SQL Server 支援，將現有投資依

「現狀」移植到雲端，以取得彈性。 

 使用 SQL 資料庫，透過獨特的使用

權限，允許組織可跨伺服器、私有

和公有雲中的執行個體間自由移動

應用程式，以授權行動性支援混合

式 IT 高度彈性部署環境。 

隨選擴充 
以隨選方式跨各種環境向上擴充及向

資料中心外擴充 

 使用對於高達 320 個邏輯處理器 

(640 個核心) 的支援和 4TB 記憶體

向上擴充伺服器，並使用對於每叢

集高達 64 個節點的支援向外擴充

伺服器。 

 利用混合式 IT 機會及橫跨傳統伺服

器、裝置和雲端的共通架構，超越任

何一個部署環境的束縛而進行擴充。 

1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bb964719(v=SQL.100).aspx 
² http://www.microsoft.com/sqlserver/en/us/product-info/benchmarks.aspx (英文) 
 



 

 

 使用 Windows Azure SQL 資料庫，

從小規模開始佈建或是運用到舊有

的大規模架構，這項在  Microsoft 

全球資料中心執行的雲端資料庫服

務提供隨成長規模付費的商務模型，

並為 SLA 執行時間提供保證。 

 透過同盟，應用程式可擴充超過單

一 Azure 資料庫，並可運用數十個

或數百個節點的容量。 

 使用 Microsoft 跨 SQL Server 2012 

與 Windows Azure SQL 資料庫的私

有和公有雲端功能，取得虛擬化的隨

選容量、自助式佈建和使用量計量。 

已啟用混合式解決方案 
透過混合式應用程式和解決方案，啟

用 IT 精巧裝置和全新商務模型 

 利用跨資料中心與雲端提供資料庫

間雙向資料同步處理的雲端服務 

SQL Data Sync，而能開發充滿創意

的新混合式應用程式案例。 

 透過 Windows Azure DataMarket，

讓組織能夠發行資料，供其他機構

購買及使用，將累積的資料轉化成

財源。 

 允許直接從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將資料庫備份

至 Windows Azure 儲存體。 

 透過在 Windows Azure 虛擬機器中

使用 SQL Server 做為 AlwaysOn 可

用性群組內的主動式次要項，以運

用新可用性選項。 

最佳化生產力 
使用通用工具跨伺服器和雲端，進行 

IT 與開發人員生產力的最佳化 

 使用 SQL Server Data Tools 使資料

庫開發提升到新境界，讓開發人員

在跨越內部部署和雲端建置新一代 

Web、企業與資料感知行動應用程

式時，具有整合的開發經驗。 

 使用相同的開發工具、架構和  T-

SQL 式模型，跨越內部部署和雲端

環境來建置、部署及管理資料庫或

商業智慧解決方案。 

 使 用 單 一 主 控 台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 有效

率地進行大規模管理，跨越伺服器、

私有雲和公有雲來部署及管理資料

庫資產。此外，也使用 SSMS 來管

理高可用性設定、BI 服務和資源使

用率。 

 透 過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簡化虛擬

化管理。 

 對 Windows PowerShell 2.0 的支援

可自動化跨 Microsoft 平台間的管

理作業，同時適用於  System 

Center 的最新管理套件可提供監控

功能。 

 使用橫跨 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資料層應用程式 

(DAC) 支援，更輕鬆地包含支援應

用程式所需的結構描述和物件，並

輕鬆跨越內部部署和公有雲來部署、

匯入及匯出 DAC。 

突破性洞察力 
藉由遍及整個組織的資料探索功

能，提供新的洞察能力 

Excel 中的快速資料探索功能 
讓所有使用者透過使用 Excel 和 

SharePoint 即可輕鬆取得突破性

洞察力 

 透過 Power View 帶來所有層級使

用者都能享有的高度互動性且熟悉

之資料探索、視覺化功能及簡報經

驗，提供驚人的資料視覺化，而以

快如思考的速度獲得新的洞察力，

現在此種功能亦內建於 Excel 中。 

 讓所有層級的使用者得以從任何來

源存取、混搭整合及分析資料，並

透過 PowerPivot 迅速建立具吸引力

的分析應用程式，現在此種功能亦

內建於 Excel 中。 

 透過輕鬆探索替代方式以使用 Excel 

中的 Quick Explorer 摘要資料，並

透過 Excel 中的 Quick Analysis 立

即預覽圖表和樞紐分析表，可改善

分析功能的生產力。 

 使用 SharePoint Server 輕鬆在組織內

共用及協同合作自助式 BI 解決方案。 

 透過對發佈至 SharePoint 的報告啟

用使用者警示，取得營運報告的即

時更新。 

管理完善的自助式 BI 
讓使用者擁有自助式 BI，同時讓 IT 

取得更完善的監控與管理功能  

 透過可跨組織擴充至數千個的自助

式分析工具，如  Power View 和 

PowerPivot，卸載 IT 工作並減少支

援要求。 

 平衡對使用者以 IT 儀表板和控制項

建立之資料和分析的監控、管理及

控管需求，協助 IT 來監控使用者活

動、資料來源使用情形，並自伺服

器收集效能指標。 

 透過將使用者建立的應用程式匯入

至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可在 PowerPivot 中將這些應用程式



 

 

轉換成公司級的解決方案，以便交

由 IT 人員進行專業管理。 

 可從發佈至 SharePoint 的報告向使

用者發出警示，並透過 SharePoint 

2010 Central Administration 簡易

的整合式管理而獲益。 

 透過 SQL Database Reporting，消

除部署及維護報告基礎架構的需求，

讓更多人員受益於豐富的使用者洞

察能力。 

一致可信的資料 
使用完整的端對端解決方案，為整個組

織的適當使用者提供一致可信的資料 

 透過 BI 語意模型，即單一可擴充的

商業智慧應用程式模型，可提供橫

跨異質性資料來源的一致檢視，從

報告與分析到儀表板和計分卡均可。 

 利用 Integration Services (SSIS) 中

領先業界的工具，可靠而有效率地

提供一致可信的資料，以便跨各種

資料來源 (包括雲端在內) 推動以小

組為基礎的資料整合，縮短取得解

決方案的時間。 

 藉由使用組織的知識和協力廠商的

參考資料提供者  (包括  Windows 

Azure Marketplace) ，透過全新 
SQL Server Data Quality Services 
(可單獨執行或運用 SSIS) 為資料進

行可靠的特性描述、清理和比對，

以改善資料的品質。 

 利用 Master Data Services (MDS) 

維護用於物件對應、參考資料、

Metadata 管理的主要資料，得以在

跨組織架構裡進行維護，同時還有

適用於 Excel 的全新 MDS 增益集，

讓使用者能夠輕鬆管理及維護集中

化資料。 

巨量資料分析與資料倉儲 
藉由以低成本提供龐大規模的分析與

資料倉儲解決方案，取得擴充規模和

彈性  

 SQL Server 2012 支援在可擴充的關聯

式資料庫和資料倉儲產品上的結構化

資料，以及在可供企業使用之 

Hadoop 發佈技術上的非結構化資料。 

 針對您的非結構化資料，運用 

Microsoft 的  Hadoop 產 品  – 
Windows Azure HDInsight Service 
和 Microsoft HDInsight Server。 

 使用 StreamInsight™ 取得幾近即時

的洞察力，這是適用於如 Web 按

選資料流等高速度資料的專用引擎；

並透過  Hadoop 和  SQL Server 

2012 之間的順暢整合從您所有資料

取得深入洞察力。 

 使用適用於  SQL Server 2012 和 

Parallel Data Warehouse 的雙向 

Hadoop 連接器，在  Hadoop 和 

SQL Server 之間移動資料。 

 使用全新的 Hive ODBC Driver 將 

Hive 直接連接至熟悉的 Microsoft 

BI 工具，例如  PowerPivot 和 

Power View。 

 透過全新 Excel 的 Hive 增益集，在 

Microsoft Excel™ 中與 Hadoop 資

料互動。 

 使用內建的 Remote Blob Storage 

等資料庫功能，以及針對大型滑動

視窗 (sliding window) 案例而擴充

到 15,000 個分割的分割資料表，以

擴充資料倉儲。 

 使用來自 11 家硬體廠商或純軟體

解決方案、參考架構和裝置的快速

追蹤設定，選擇硬體和部署選項以

配合組織的獨特需求。 

 利用 Parallel Data Warehouse 擴充

到超過 700 TB，同時透過龐大的平

行處理 (MPP) 架構維持高效能。 

參與討論 
www.microsoft.com/taiwan/sqlserver 
或追蹤我們的最新消息：/sql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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