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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企业应考虑将
IBM Power Systems用于
SAP HANA和S/4HANA 

SAP 声明的 S/4HANA 优势

IDC信息图表，赞助商：IBM

要满足 S/4HANA 技术需求，
硬件平台将面临诸多挑战

存储空间仅需原
有的1/10  

将ERP、CRM、SRM、SCM、
PLM 整合到一个系统中

处理所有数据：社交、文本、
地理信息、图表、流程 

传统数据库 SAP HANA S/4HANA

吞吐量增加
3-7倍  

无锁定，通过并行计算
实现高吞吐量 

搭建 SAP HANA 
扩展云平台

将分析速度提升
1800X 倍 

支持无限的工作
负载容量 

支持 SAP HANA
多租户环境 

S/4HANA: 精简基础架构的
同时保证数据准确

IBM Power： 满足SAP HANA和S/4HANA
基础架构需求的理想平台

IBM Power 是使用 SAP HANA 和 S/4HANA
混合云的理想平台 

使用 IBM Power 的混合云
✔  仅在需要时才开启处理器内核并为之付费
✔  运行在基于 OpenStack 架构的 IBM Power 云上 
✔  通过 IBM PowerVC 启用 SAP， 并与 SAP Landscape 
       Virtualization Manager (LVM) 和 vRealize/vCloud 搭配使用 
✔  使用 IBM PowerVC 进行虚拟机设置和管理

超过80%的
企业IT组织

将在2017年前实现
混合云架构

资料来源：IDC FutureScape：
全球云2016年预测

哪些企业可以通过在 IBM Power Systems 
上运行 SAP HANA 而受益

✔ 减少横向扩展服务器
蔓延

✔ 提高灵活性
✔ 获得更大的可靠性
✔ 提高性能
✔ 整合

✔ 数据库性能提升
✔ 更轻松地管理和处理

大量数据
✔ 事务处理的用户响应

时间更快

✔ 运行虚拟化数据中心
✔ IBM PowerVM 和 IBM 

PowerVC 与OpenStack
管理工具无缝集成

✔ 得益于 IBM Power 8 
比通用系统运行更多的
SAP HANA 生产实例。

运行 SAP HANA 的
服务器需要

更新换代 

在 IBM Power 上运行 
SAP 并计划部署 

SAP HANA

在通用架构上运行 
SAP并计划部署 

SAP HANA 

在 IBM Power 
上运行的

非 SAP 商店

可以立即受益于在 IBM Power
上运行 HANA 的企业

✔   提前成交
✔   更准确的预测
✔   模拟业绩或组织结构
✔   更好地了解客户行为 
✔   任意格式的实时销售和成本分析报告
✔   在面向客户的应用程序中实现更好的服务等级

100 GB

20 GB
7 GB

资料来源：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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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SAP HANA和S/4HANA要满足的
两大虚拟化需求

用于生产环境的虚拟化 – 内置虚拟化程度更高

运行混合工作负载的能力更强
资料来源： 2016 IDC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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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SAP HANA 和 S/4HANA 采用
TDI 方法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灵活性 – TDI 将提供更大的自定义 SAP HANA 环境的能力

架构 – 基于 RISC 架构的 IBM Power 可以更好的支持 SAP HANA 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 2016 IDC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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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   S/4HANA 可扩展到 16TB 
✔   通过 PowerVM 可
 混合工作负载
✔   多达 8 台生产虚拟机
✔   凭借全新虚拟机快速上线运行 
✔   按需扩容
✔   安全的虚拟化平台

性能
✔   8 路并发多线程
✔   32 TB 内存 
✔   230 内存带宽
✔   专为大数据应用设计的大容量 
       L2、L3 和 L4 缓存
✔   SMID (单指令、多数据)

弹性
✔   预测性故障警报的启发式算法
✔   内存芯片故障预防
✔   虚拟机可在主备机之间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