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的 Analysis Services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可協助組織建

立企業規模的全面分析解決方案，這些方

案會透過熟悉的工具讓您深入了解可實際

運用的資訊。SQL Server 2012 Analysis 

Services 引進 BI 語意模型，這是一款可

供使用者透過數種方式建置商務智慧 (BI) 

解決方案的單一模型。這代表您可以： 

 對強大的線上分析處理 (OLAP) 技術提

供持續的支援；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就是因為運用這些技術，而成

為 BI 專業人員不可或缺的工具。 

 為 IT 專業人員和開發人員提供工具；這

些人員對處理資料列和資料行中的資料已

很熟悉。 

 為橫跨個人、團隊和企業內容的各式 BI 

解決方案提供支援。 

彈性 

SQL Server 2012 Analysis Services 針

對報告、分析、儀表板和計分卡等適

合各種商業實務內容的各式 BI 解決方

案提供支援。 

更多技術選項 

從統一維度模型演進的 BI 語意模型，結

合了多維度分析的強大功能和一般熟悉的

表格式資料模型，在建立及使用分析模型

方式上提供靈活彈性。在這個單一模型中，

現有專案不需要改變，並將為未來專案開

啟無限可能。 

 

設計與開發 

熟悉的整合式工具有助簡化及加速設計與

開發流程。利用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udio 中的直覺式資料導

向經驗，能夠在 BI 應用程式設計中達到

更快速的反覆運算。使用功能強大的開發

工具，在透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開

發、測試及生產管理時，管理原始檔控管

及順暢部署。 

 

豐富 

SQL Server 2012 Analysis Services 搭配

各種開發工具和技術建置基礎運作，讓 

BI 專家及其他 IT 專業人員可以建立簡單 

和複雜的 BI 解決方案。Analysis Services 

也 透 過  Microsoft Office 2010 和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2010 的互通

性，提供 BI 豐富的經驗，協助使用者深

入了解、使用及分享資料。 

 

豐富的建立模型功能和精良的商務邏輯 

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中豐富的建立模型

功能，簡化建立複雜解決方案的流程。運

用適當的技術來滿足各種不同需求類型。 

 

細緻的資訊安全模型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和資料列層級安全，

以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中以角色為基礎

的資訊安全模型。 

 



 
 

  

 

 

快速分析效能 

使用主動式快取 (Proactive Caching)，以

便整合即時更新 (Real-Time Update) 與 

MOLAP 級效能。充分利用高度壓縮及最

佳化資料快取功能，以便在來源資料變更

時，能自動維護資料快取功能。使用主動

式快取來提供絕佳的查詢效能，並將分析

查詢的負載與來源資料系統隔離。 

 

可擴充的備份解決方案 

充分利用可擴充的備份解決方案，輕鬆地

最佳化備份效能，提供可與檔案複製作業

相比擬的效能。 

 

 
 

與 Microsoft Office 2010 互通 

讓商務使用者從熟悉的 Microsoft Excel 

2010 環境直接存取多維度資料，使用 

SQL Server 資料採礦增益集，直接在 

Excel 2010 中使用預測性資料採礦。 

 

全面深入了解商業資料 

使用  Analysis Services 和  SharePoint 

Server，提供結合監視、分析和規劃等不

同層面的效能管理功能。 

 

Web 服務 

輕鬆開發新的應用程式，能即時整合分

析功能與業務營運。 

擴充能力與效能 

SQL Server 2012 Analysis Services 利用

最新硬體，而且有能力處理最具挑戰性

的企業部署。 

 

支援最新硬體 

使用  xVelocity 記憶體內部分析引擎 

(Vertipaq) 以及多核心內含的多執行緒和

線性擴充，以獲益於最新伺服器硬體發展；

此引擎已針對最新 32 位元 (x86) 和 64 位

元 (x64) 晶片最佳化，是特別為使用價格

低廉的記憶體而設計。 

 

企業規模的解決方案 

藉由 Analysis Services 將需求量極大的分

析應用程式擴展成可處理數百萬筆記錄與

數千名使用者的處理能力。 

 

可擴充的基礎架構 

充分利用改良式彙總設計程式來最佳化線

上分析處理 (OLAP) 效能，並使用區塊計算

來 移 除 不 必 要 的 彙 總 。 使 用 已 啟 用 

MOLAP 的回寫功能，來應付高效能的假

設情況案例。在多部 Analysis Services 伺

服 器 之 間 共 用 一 個 唯 讀 的  Analysis 

Services 資 料庫 ，向 外 擴充  Analysis 

Services。 

詳盡的分析 

可因應多維度分析及提報給預測分析的多

重分析需求，這些全都包含在單一解決方

案中。 

 

彙總企業分析 

使用 BI 語意模型，提供表格式資料和多

維度資料的單一合併式商務檢視，這些資

料包括商務實體 (Business Entities)、商務

邏輯 (Business Logic)、運算子 (Calculations) 

和度量 (Metrics)。 

 

集中管理的關鍵度量 

使用定義、存放及管理 KPI 的集中式儲存

機制，集中管理整個企業的關鍵效能指標 

(KPI)。透過 Microsoft Office PerformancePoint 

Server 2007、Excel 2010、SharePoint Server 

2010 和 SQL Server 2012 Reporting Services 等

應用程式將集中存放的 KPI 提供給使用者

使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前往 

www.microsoft.com/taiwan/bi。 

 
如需有關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詳細資訊，請瀏覽 www.microsoft.com/taiwan/sqlserver。如需最新的開發人員消息，以及 Microsoft 提供給開發人員的眾多廣泛資源，包括支援

方案、活動、訓練課程和 MSDN Library Online，請瀏覽 MSDN Online，網址為： msdn.microsoft.com/zh-tw。 

本資料表僅供資訊參考用途。Microsoft 對於本文的資訊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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