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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客户优先”SAP®Analytics Cloud
策略，保时捷转型为数据驱动型企业

引入

德国跑车公司采用客户优先策略，通过引入最新商业分析

解决方案提升了灵活性和敏捷性

保时捷是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向全球众多客户提供豪华、高性能跑车。保时捷始终坚持创新与

传承、设计、功能、性能、易用、独到和社会认同等品牌理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时捷希

望企业运营更加智能化，“充分利用一切”。从2007年起，保时捷成为SAP合作伙伴，致力于向

数据驱动企业转型，以最大限度提升数据价值、提高运营水平和效率。采用SAP Analytics Cloud

解决方案，保时捷从客户关系着手，通过基于集中数据治理模式的实时洞见，为全球最高管理层

和世界各地的经销商提供支持。以客户优先策略入手，保时捷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商业智能的灵

活性和敏捷性并促进了决策、提高了效率、实现了数据管理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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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通过覆盖全企业的数据分析项目，保时捷的目标是：

 利用单一的事实来源和先进的分析系统，产生洞见

 不同岗位员工可轻松访问基于不同角色的数据和洞见

 实现对数据的集中管理，实现全公司有效上报，获得实时洞见，从而驱动快速而明智的决策

“2016年，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最先进的解决方案为我们实现数据可视化。这种解决方案应该灵活，具备仪表盘功能而非只有原始

数据，并提供洞见。”

保时捷公司客户关系项目经理Markus Hartmann，在2019年的TechEd Barcelona上如是说。

挑战 
在2016年启动这个项目之前，保时捷经历了：

 缺少分析策略、分析工具集以及集中治理模式，包括标准化的KPI定义

 IT异构系统用来分析，并且信息来源千差万别，这些都导致数据不一致

 采用了两套互不连通的报告系统，一套供最高管理层和区域报告之用，另一套供世界各地的保时捷经销商使用

 利用电子表格软件，由大量人工完成数据的提取、清理、集中和可视化，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运行报告需要
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夜）

 需要承担负责编写报告的第三方机构的成本

 决策靠“直觉”而非洞见

 报告不够敏捷及时（保时捷的一名项目经理Markus Hartmann指出，“月度报告意味着我们拿到时，已经迟了30天”。

 呆板的分析系统需要配备开发人员，每次更新需要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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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众汽车集团的子公司，跑车生产商保时捷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雇员人数超过35,000人。保时捷专门从事豪华跑车制造，

并提供多种定制化选项、配件以及智能功能，例如数字化副驾驶Porsche Connect。保时捷还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包括租赁计划和保

护计划，以及车辆检修和维护。可持续发展是保时捷战略的重要组成，致力于将绿色能源纳入生产设施、生产混合动力汽车；而且

自2019年6月起，保时捷还开始生产纯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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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解决方案和服务

SAP® Analytics Cloud, SAP BW/4HANA® , 
SAP HANA® Enterprise Cloud, and 
Customer First 

Markus Hartmann
保时捷公司客户关系
项目经理

“我们与SAP结成了伙伴关系，每周或每两周一起开会讨论

我们想要的新功能和新需求，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新功能和新

需求……我们与来自SAP的同事以灵活的方式开展工作，可

以说，我们已经结成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当我们在开发方

面需要助力，或者遭遇棘手的事情时，SAP的客户沟通负责

人（CEE）从来都不会缺席。”

http://www.porsche.com/


与SAP结成伙伴关系，将客户优先策略贯穿全程，推动保时捷转型为数据驱动型企业

利用集成的报告和分析系统，保时捷体验了：

 性能和可扩展性得到加强的集中数据治理 

 实时创建管理和销售报告（从3天缩短到20秒）

 降低了总拥有成本（与“本地部署软件“的情形相比）

 通过实时访问根据不同职位提供相应洞见和可视化功能的仪表盘，节约了大量时间

 业务变得敏捷而灵活，这是使用了基于SAP HANA®Enterprise Cloud之上的BW/4HANA® 解决方案的结果，它便于快速响应业务问题，并提供了迅速调整KPI和数据集的能力，无需
提出变更请求，也无需开发支持。

Markus Hartmann，保时捷公司客户关系项目经理

SAP的客户沟通负责人（The customer engagement executive  CEE)一路支持保时捷，精心安排规划了高优先级的问题和功能需求，一旦有需求，就会安排与产品开发或支持团队

的电话会议。SAP团队每季度都与保时捷团队进行深度研讨，一起讨论重大问题，并共同解决它们。

保时捷IT平台与数据管理部门的Hakan Keles表示，“一旦遭遇难题，来自SAP的CEE就会将相关问题与SAP 内部的专家进行讨论，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加快了支持保时捷SAC项目

的整个流程。”“我们有问题时，都可以顺利联络到SAP内部的人，进行深度探讨，并一起找到解决办法。”客户关系项目经理Markus Hartmann补充道。

保时捷对SAP CEE评价甚高，CEE成为保时捷与SAP产品管理团队和专家进行沟通的桥梁，并对SAP产品开发路线图产生了积极影响。Keles表示，“我们定期与SAP 的CEE 进行电话会

议，还一起制定了我们所需的功能和改进的清单。她还推荐了SAP内部的联系人来沟通每次需求，然后我们举行研讨会列举功能需求，或更深入地讨论如何规划这些功能。通过与

SAP同事们一起实现保时捷所需要的具体功能，我们由此对产品管理和开发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这真是太棒了。”

“我和马德里的一位总经理聊了聊。过去他与老板的会面，需要提前三天准备，要把所有数据下载下来，整理在一起，然
后进行可视化处理。现在，仪表盘中有他需要的一切信息。系统已经从只提供原始数据演进为提供洞见，为我们节约了大
量时间。”。



变革管理在保时捷转型中的作用
 

为了在公司中推行SAP Analytics Cloud，保时捷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客户关系着手，重点是证明新的技术和方法的价值。通过与SAP的合作，

项目团队与马德里的用户体验设计师碰头，和销售顾问及经理们一起举行了大约20场研讨会，监督他们使用软件的方法，并帮助他们学会最大程度利用软件。

保时捷内部的区域团队过去计算KPI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现在他们的KPI都已经标准化并记录在案。推出首个仪表盘时，保时捷创建了一部集中式KPI 词典，其

中列出了每个词条背后的技术和商业逻辑，以确保人人都能充分理解KPI ，而且在整个组织内部有相同的含义。Keles说，“最终，最关键的是可信的数据。当

你面前出现一整套PowerPoint幻灯片或PDF文件时，你绝不会知道数据来自何处。但是，只要有了标准化的仪表盘或数字董事会，你只要在其中输入链接然后

打开，董事会成员就会看到这些数据来源，你就知道这些数据的基础是可信的。”

保时捷采用了传统的“培训讲师”的理念来赋能员工。项目团队对区域经理进行培训，而区域经理则负责培训其市场上领先的经销商。保时捷还建立了一个分

析软件网络社区以讨论问题，分享最佳实践并进行协作。



向数据驱动企业转型，保时捷的经验 

其它经验教训包括：

 来自高级领导层的支持可加快变革过程，他们应该在转型项目的早期就加入其中。

 从试点着手，可以积累很多学习经验，并围绕安全、数据保护和企业风险构建框架，从而有助于简

化软件在整个组织部署过程。

接下来做什么？

展示SAP Analytics Cloud案例及相关流程有助于在组织中建立对这一新技术的理解，并提升认识，看

到由此产生的业务成果。在该项目之后，保时捷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报告的产品，以确保保时捷在向

数据驱动型企业转型之路上的数据质量和报告合规性。

在客户关系部门内部部署SAP分析云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保时捷即将启动整个公司的变革转型，包

括在采购、财务、内控以及人力资源等部门。“2017年的情况是，在这些领域我们没有分析策略或分

析工具集。那时我们所做的是，对市场和基准进行分析，建设包含所有受控数据的统一数据库，并在

此基础上采用SAP Analytics Cloud用于报告之用，”Keles说。

目前，保时捷经常使用微软的PowerPoint和Adobe的PDF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公司事务。保时捷计划与

SAP达成战略伙伴关系，为最高管理层构建数字化董事会，目标是利用可信的实时数据，将整个报告

过程实现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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