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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携手SAP HANA构建实时应用平台

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自1987年成立至今，业务

蓬勃发展，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成为耀眼全球的中国名片。作为SAP的全球战略技术合作

伙伴，华为通过引入SAP HANA实时应用平台，结合创新的华为SAP HANA一体机，构建实

时应用平台，简化内部系统，提升计算性能，动态响应业务需求，有效促进华为卓越运

营，并为市场提供了高性能业务创新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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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效指标

“使用SAP HANA和华为创新的SAP HANA一体机，华为成功完成企业内

部系统的简化和性能提升。通过这一联合平台的成功落地，使得华为业

务变得简单高效。”

郑叶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IT产品线总裁

1,000倍
最大性能提升

10T
实时数据分析 

400G
每天数据实时增量同步

1S
响应上亿记录的统计分析

业务转型

主要目标

 • 对业务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分析，加速报告和分析性能

 • 为供应链、集成交付、制造、财经等关键应用进行加速，助力企业实时获取和
分析关键数据，提升业务决策能力

 • 借助SAP HANA平台，实现业务创新，支撑企业高速发展

 • 树立SAP HANA一体机成功案例

解决方案 
 • 以SAP HANA为核心、华为SAP HANA一体机为基础的高性能创新应用平台

主要收益

 • 借助SAP HANA高性能平台，实现内部系统简化，性能提升，海量数据轻松管理

 • 实现订单、制造可视化与数据透明化，显著增强业务处理和决策能力

 • 加快财务等关键业务报表速度，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 驱动业务创新与变革，开创新的增长机遇

 • 充分验证了华为SAP HANA一体机的高性能和优秀解决方案，为双方创造更多合
作机会

公司名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Ltd）

企业总部 
中国深圳

所属行业

ICT（信息与通讯技术）/高科
技 

产品和服务
通讯设备、服务器与存储设备、
智能手机和终端、ICT解决方案

员工数

170,000人（2014年）

年收入
约465亿美元（2014年）

公司网址

www.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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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查看更多指标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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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AP HANA高性能大数据平台，加速业务
智能化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信息技术的全球普及，
企业拥有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这些来源于生产、运
营、研发、销售过程中的海量数据，不仅充分反映着
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也为企业未来的经营决策提供
有力依据，但是要分析如此庞大的数据，只依靠传统IT
架构已力不从心。

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是
一家十分注重技术创新的公司，多年来在企业网络、
数据中心、云计算、高端存储等多领域均取得长足发
展。但随着集团多元化、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对系统
的深入使用，旧系统逐步呈现出功能及性能方面的若
干问题，华为亟需寻找高性能内存计算平台，实时快

速处理海量数据，希望在继续演进的ICT格局中，不断
满足企业、行业日益变化的需求。

经过多轮调研和分析，华为最终选择业界领先的高
性能大数据计算产品SAP HANA，合作构建了以SAP 
HANA实时应用为核心、以华为SAP HANA一体机为基
础的创新业务平台，简化与提升企业内部系统性能，
为供应链、集成交付、制造、财经等关键应用加速，
让业务更简单高效。同时，华为还希望借助SAP HANA
的强大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充分发挥自身优秀的开发
能力，实现更智能的业务创新，积极应对风起云涌的
产业变革，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创造业务价值。

“SAP HANA作为高性能计算平台，具有性能优异、易于扩展、稳定可靠等优

点，解决了许多计算方面的瓶颈问题，使用户轻松完成以前无法实现的业务

功能和实时报表呈现，这对华为的意义非常大。”

段希永，华为SAP HANA项目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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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创新，共同打造SAP HANA最佳实践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华为SAP HANA项目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策略，
一期项目于2014年11月正式上线，主要实现供应链、
集成交付、制造三大业务领域计算提速，通过订单实
时跟踪与可视化、交付站点可视、订单控制中心及时
响应、财经报表计算加速，全面提升从签订高质量合
同、快速准确交付到加速回款的端到端经营能力。例
如，经过华为SAP HANA一体机的加速，以前要运行几
小时或多个国家无法计算出结果的应用，现在实现了
秒级输出。

在项目过程中，SAP调动全球SAP HANA技术专家资
源，包括研究院开发专家和One Service顾问团队，与
客户保持紧密沟通、广泛协作，深入探讨项目中的关
键技术和难题，确保项目的稳步上线，充分展示了双
方在软件和硬件的互补优势。

华为SAP HANA项目的独到之处，是突破了将SAP 
HANA仅作为内存数据库的视点，通过打造数据加载机
制、服务化机制、自动监控工具的开发，真正把SAP 
HANA打造成为企业高性能运算和创新的平台。业务部

门的需求，只要明确业务逻辑和运算逻辑，可以通过

SAP HANA平台实现大数据的实时运算，不但做到对
许多现有瓶颈应用的性能突破，而且实现很多以前传
统系统无法实现的应用，例如能够处理90亿条记录的
财经余额表、供应链领域中的多国家分析业务等。

在平台开发及运维效率方面，华为实现了创新应用，如：

 • 实现一键式流程化、自动化环境开发及申请，一个新
应用环境开通5分钟之内完成

这些成果充分利用了SAP HANA平台化的特点，实现了
面向业务功能的、灵活的服务化落地机制，为未来的
业务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开创业界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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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实现卓越业务运营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华为实施SAP HANA解决方案后，已顺利运行半年多，
用户反映达到预期效果，更获得业界高度赞誉。借助
以SAP HANA实时应用为核心、华为SAP HANA一体
机为基础的联合平台，成功帮助华为打破传统IT系统
瓶颈，全面加速内部系统性能，实现海量数据轻松管
理，大幅提升平台开发和运维效率，为SAP HANA的创
新应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业务层面，该平台帮助实现了供应链、集成交付、
制造、财务的可视化管理和数据透明化，助力华为简
化内部流程，促进业务协同，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
业决策能力，从而全面释放企业活力和潜力，实现卓
越运营，并为未来的创新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该平台的落地，是SAP和华为联合创新的重要突破，
并为双方创造了服务更多客户的战略合作机会。以SAP 
HANA大数据实时应用为核心、以华为SAP HANA一体
机为基础的高性能平台和配套解决方案，已广泛服务
于能源、金融、医疗、教育、咨询、制造、零售、政
府和高科技、运营商等众多主流行业客户，例如：在
制造业帮助ERP即席查询从2小时缩短到6分钟；在教
育行业提升200倍的数据导入；在零售行业整体加速系
统15%，提供更精准的购买推荐和精准营销；在高科技
行业实现从16小时缩短到1小时的报表提速；在健康行
业提供绿色环保解决方案，让客户获得更低的TCO。
通过双方合作共赢， SAP与华为将继续致力于简化客
户流程，使业务运行“大道至简”。

主要指标

44T
SAP HANA部署容量

150T
可处理数据量

5S
供应链查询业务：
从90min降低到5s

超90亿条
财务处理查询
业务记录数据量

5S~7S
财务查询分析：从  
50~100s降低到5s~7s

8倍
表复制开发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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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应用，创新转型，
合作共赢未来

华为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新一代ICT的蓬勃发展，正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商业，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积极应
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时代，华为将秉承“让创新更
加灵活，让科技更触手可及，让社会更加进步”的口
号，在财经等业务领域拓展SAP HANA的应用，进一
步推动实时供应链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业务创
新，支撑华为的持续高速增长。

作为SAP全球战略技术合作伙伴，华为一直致力于开放
合作、联合创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创造卓越价
值。通过双方共同创新打造的华为SAP HANA一体机
高性能解决方案，不仅充分发挥了SAP HANA内存计
算快、实时高效数据处理、架构简单等优点，也高度
体现了华为卓越的硬件实力、优秀的ICT解决方案开发
和构建能力，为未来共同服务双方的客户打下坚实基
础，也为SAP与华为的战略合作成果写下划时代的一
笔。

展望未来，华为与SAP将坚持开放合作与双赢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联合创新，在云服务、IoT、大数据
应用等多个领域，积极研发基于SAP HANA的更多具综
合性、突破性的解决方案，以共建更美好的全联结世
界为使命，为客户和社会不断创造价值，帮助企业领
跑数字经济时代。

 (07/15)  ©2015 SAP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华为SAP HANA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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