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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业制衣
通过高速运行报告，引领时尚潮流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企业报告都是他们的核心。它能够诚实地反映企业的业绩，
阐明缺口和瓶颈，确定企业是否正在朝着业务目标迈进。但是，联业制衣由于业
务越来越复杂，其企业报告本身也成了一个瓶颈。因此，他们与 IBM 合作部署
了基于云的数据管理平台，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重蹈覆辙。
香港联业制衣有限公司（TAL Apparel）作为一家真正的全球性企业，

概述
需求
快节奏的时尚行业扩大了交易量，增加了
计算工作负载，延长了所有报告的执行时
间，性能瓶颈和高 IT 支持工作负载也随
之而来。

解决方案
IBM 解决方案能利用内存技术，加速创

联业集团提供优质的服装生产、创新型产品和服务，涵盖服饰供应链的
各个环节。联业制衣有限公司在亚洲成立了 11 个生产工厂，借此，在
业内占据了领先地位。在批发行业，联业制衣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
与全球多个顶尖品牌和零售商合作，
提供设计、
销售和物流管理等服务。

当企业无法快速衡量成果
时尚行业分秒必争。时尚行业节奏很快，需求和交易量也越来越多。
联业制衣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成长起来的。该公司成立于 1947 年，目

建报告，减少瓶颈，近乎实时地复制数据；

前已经发展成亚洲最大的纺织和服装一体化企业之一。自 1983 年以

同时采用云技术，根据未来的需求进行扩

来，联业制衣已经生产了超过 10 亿件服装，在 7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展。

9 个工厂和 5 个办事处，旗下拥有超过 26000 名员工。

优势

联业制衣代工的全球性品牌包括 Brooks Brothers、Burberry、Charles

平均将总体报告加速 5 倍，
有时会将报

Tyrwhitt、Nordstrom 和 Patagonia 等等。美国市场每卖出 6 件衬衫，

告生成时间从 20 个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

就有 1 件来自联业制衣。

在不同的报告访问相同的数据时，消除影

为了确保企业正常运转，联业制衣要使用 800 多份报告。其中，整个

响所有报告速度的数据瓶颈。

集团每月月底就要提交四五百份报告。他们会评估售出商品的销量、开

减少 IT 支持工作负载，解放 IT 团队，

支、发货和成本以及库存情况，分析实际开销和预算，以生成财务报告

让他们能够执行其他任务。

和管理报告。
这些报告中的洞察力能帮助企业高层跟踪和提升企业业绩，更准确地开
展预测，更精准地管理业务成果。
但是，业务增长必然带来更多数据，这意味着生成企业报告的时间也变
得更长了。
由于有些报告访问的都是相同的数据集，当一个报告运行的时间太长时，
就会产生一个数据热点。“我们发现报告平台也出现了性能瓶颈，有些
长时间运行的报告会锁定记录，导致其他报告超时。当最终用户尝试重
新提交时，它触发了更多的锁定效果，”联业制衣 IT 副总裁 Kai Yuen
Kiang 表示。“这会延长报告队列、总体报告执行时间和用户登录性能票
证的时间，加速报告执行请求，增加 IT 团队的负担。于是，我们开始
寻找解决方案，”Kiang 补充道。
这时，联业制衣收到了 IBM 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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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云的灵活性和内存技术的速度，加快报告速度

”每个月我们都面临巨
大的压力。随着数据
量和交易量的增加，
我们的用户也需要花
费更长的时间才能生
成所有企业报告”
- Kai Yuen Kiang，联业制衣 IT 副总裁

性能是联业制衣选择 IBM 的重要原因。确切地说，Kiang 和他的团队
希望在峰值负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高速性能。实时从企业的 ERP 平
台复制数据的能力也同样重要，因为很多企业报告依赖的是最新的数据。
此外，联业制衣还希望解决方案能与其 IBM Db2 数据库兼容，因为所
有现有的报告都在该数据库上运行。如果转而采用另一个数据库，那么
他们需要对所有报告实施大规模的报告更新。
本质上，联业制衣需要采用更智慧的企业报告方法来生成近乎实时的报
告，处理大型的共享数据集，并且尽可能降低对总体数据库基础架构的
影响。
IBM 利 用 Db2 Warehouse on Cloud 设 计 了 一 种 云 方 法 ， Db2
Warehouse on Cloud 是一个全面托管的云数据仓库，运行于香港的

” 从一开始 IBM 团队
就非常专业；从挑选
阶段我们就与他们展
开了密切的合作。

IBM Cloud 之上。它结合利用内存技术与列式数据库压缩技术，减少数
据存储空间，同时加快查询和队列速度。
Infosphere Data Replication 提供了高度可扩展的解决方案，用于近乎
实时地复制数据。借助该解决方案，联业制衣能够支持大数据集成、持
续可用性、数据仓储和业务分析。更重要的是，它能实现零停机的迁移
和升级，确保系统全天候 (24*7) 在线。

IBM 团 队 能 够 评 估

鉴于该解决方案支持 Db2 SQL 语法，那么在迁移时，原始报告能够保

和测试性能。他们还

持原样，尽可能减少了重新编码或故障排除所需的额外工作量。这有助

提供实施计划，快速

期。

于确保企业利用敏捷方法，在一年半内完成从概念到生产的整个实施周

响应任意问题。当出
现任何技术问题时，
我们还可以联系
IBM 研发团队”
- Kai Yuen Kiang，联业制衣 IT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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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

●

IBM Db2 Warehouse on

解决方案真的有用。联业制衣发现，他们的企业报告运行时间平均缩短

Cloud

了 5 倍。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取得了更大的收益。

IBM Infosphere Data
Replication

●

企业报告运行速度加快 5 倍

IBM Cloud

“结果非常喜人。有些报告过去需要花费 20 个小时，现在我们能够在
20 分钟内完成。我们的报告运行速度[比以前]平均加快了 4-5 倍，”
Kiang 说道。此外，他还补充道，新的解决方案不仅提高了用户满意度，
还消除了使得其他报告超时的实例。
IT 团队大大减轻了工作压力。这样，他们就能专注于 IT 项目，提升企
业的价值主张。“通过减少支持电话工作负载，IT 团队能够专注于新项
目和新功能，”Kiang 表示。
现在，Kiang 和他的团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提高成本效益。“我还期
待 IBM 在本地推出 Flex 选项，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弹性，消除过度
配置成本，”Kiang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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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大数据分析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cn-zh/analytics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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