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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 HANA 新一代商务套件和创新平台

We make the most of SAP®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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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创新平台

云版本企业预置型版本

SAP S/4HANA 应用和扩展件
由即时洞察驱动的应用，适用于所有业务线和行业

SAP HANA 平台
适用于所有数据的内存平台

SAP Fiori 用户体验
基于角色的用户体验，支持所有设备

Ariba Concur    Fieldglass hybris SuccessFactors

本地集成，支持混合部署场景

人员

设备

大数据

物联网

业务网络

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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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新一代商务套件

S/4HANA财务管理

Enterprise Management

S/4HANA人力资源 S/4HANA生产制造 S/4HANA供应链 S/4HANA采购管理

S/4HANA市场营销 S/4HANA销售管理 S/4HANA服务管理 S/4HANA资产管理 S/4HANA研发管理

数字化
企业核
心流程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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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AP HANA技术平台重新构建的
S/4HANA商务套件，内涵ERP各模块功
能，同时提供了企业数字化业务转型支
持：

 各种最佳的业务流程规则和模拟分析，以及

业务方案建议与管理模式；

 各种业务分析数据模型，内嵌在各种业务环

节中，支撑业务快速决策；

 全新基于业务角色的用户界面。

S/4HANA  

界面层

Gateway

业务规则 分析模型 查询逻辑

S/4HANA     

应用层

HANA           

数据库

CDS 视图 (核心数据服务)

物理表

R R R

RRR

R R

OData lnA lnA

SAP S/4HANA 技术架构

业务
操作

决策
分析

业务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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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s://blogs.saphana.com/2013/11/21/sap-smart-business-cockpits-a-battlefield-for-positive-outcomes/&ei=srAVVYqYPIOJ8QX864HwAg&bvm=bv.89381419,d.dGc&psig=AFQjCNFUO7cRTH__QnJtLn-uLZEFLJR47w&ust=142757123721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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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代表

SAP S/4HANA 全新用户角色

业务操作、业务分析与查询统一在业务工作台中

不同的业务角色定义不同的业务工作台

S/4HANA

基于业务角色定义业务操作

销售代表 物料计划员

物料计划员采购经理

采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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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基于用户角色的全新界面

S/4HANA全新用户界面，提供了
按照业务角色的业务操作、实时模
拟、分析与预警，不同角色之间业
务互动等，提高对业务的洞察。

客户信用信息 客户拜访记录客户联系信息

用户自定义的应收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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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用户体验，集业务操作、分析与查询一起

业务操作

基于待办任务

待办任务清单，引导式进行业务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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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用户体验，集业务操作、分析与查询一起

业务预警

基于业务监控与预警

对业务进行监视或问题进行预警
分析



© 2015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10Public

全新用户体验，集业务操作、分析与查询一起

业务分析

对业务进行洞察分析

分析和评估战略或业务实时KPI和
触发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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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数据模型，提高业务实时分析能力

MSTQ MSTE MSTB

MSSQ MSSA

MSKU MKOLMSKA MSPR

MSLB

MCHB MSTQH MSTEH MSTBH

MSSQH MSSAH

MSKUH MKOLHMSKAH MSPRH

MSLBH

MCHBH

MARCH MARDH

MATDOC

MARC MARD

SAP ECC S/4HANA

累计 历史记录

MARC MARD

主数据表

简

化

业务数据表

库
存
表 基于内存计算进行

实时累计

凭证

26个库存
业务数据表

1个库存

业务数据表

MKPF/

MSEG

主
数
据
表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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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数据模型，简单IT系统架构

Suite on HANA

已经通过转移到SAP HANA数据库上
获得了空间的极大节省

S/4HANA

用在线累加去掉累加数据表，
并取消二级索引

Data Aging

可配置的设计已优
化热/冷数据存储

42.4 GB

118.6GB

8.4GB

Any Database

传统数据库

42.4GB

8.4GB

118.6GB

593GB

5倍

2.5倍

5倍

70.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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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d Configuration 快速实现S/4HANA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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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为 IT部门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重新构想用户体验
借助 SAP Fiori 用户体验和
交互式图形，通过任意设备

轻松完成工作

重新构想数据模型
利用内存技术，轻松减少数据足迹，
消除索引、聚合数据和冗余数据

重新构想系统配置
利用引导式配置，轻松配置系统

以角色为导向以功能为导向

引导式配置

内存平台

HANA

传统数据库



业务流程创新



© 2015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16Public

SAP S/4HANA 业务流程创新

采购到付款 计划到产品 请求到服务订单到收款

供应商管理

战略寻源与合同

采购履行管理

库存与仓储管理

发票与付款管理

生产计划与排程

生产制造过程

库存与仓储管理

研发与项目控制

设备维修

订单与合同管理

库存与仓储管理

应收管理

服务主数据管理

服务流程

服务配件管理

服务协议管理

质量管理

人力资源

工时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会计与关账

成本管理与获利分
析

员工信息

采购 库存管理 物料评估
物料需求
计划MRP

可用性检
查ATP

能力计划 订单履行 行业方案 快速关账 中央财务



财务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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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汇总

Accountin

g Interface

MM

SD

HR

…

ACDOCA

BSEG

汇总

 BSEG仍将使用个， 存储汇总数
(BSEG-BELNR 行项目数999). 

 ACDOCA 存储明细行项目，
（有 6位数的行项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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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ACDOCA真正实现了单一数据源

特征：

1. 消除了数据的冗余， 简化了IT架构；

2. 消除了不同分类账之间的对账： 总账余额和分类账的统驭， FI和CO的统驭；

3. 去除了批量处理， 加快了结账速度；

4. 实现了财务和管理会计的融合， 拓展了 财务报表的任意维度查询和多维度的明细钻取；

5. 提供了实时的业务处理和报表分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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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的变革：FI/CO在数据结构上实现融合，业务处理和决策分析整合

Real World

Process

e.g. Invoice

ERP Financials

any classic DB

Financials powered by 

HANA

Real World

Process

e.g. Invoice

CO

Document

FI

Document

Totals & Indices

Financial Accounting

Totals & Indices 

Management Account.

Processing

Analytics

Pre-Defined Aggregates

OLTP和OLAP整合

+ 高吞吐率

+ 大幅度减少数据量

+ 整体性能提升

+ 高度的灵活性

OLTP和OLAP分离

− 大量冗余数据

− 不同模块间需要保证
数据一致性

− 较小的灵活性

Universal

Journal

Entry

Aggregation on the fly

via HANA views

Processing

Analytics
Single repository

across applications



© 2015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21Public

COGS 过账的改变

Income Statement

Sales 2.400.000

Cost of Goods 

Sold

1.800.000 1000EA

…

Net Income

…

Details - Costing

Labor

External Labor

Material fix

Material variable

Overhead

Administration

Total 1.800

Income Statement

Sales 2.400.000

COGS - Labor 800.000

COGS - Material 700.000

COGS - Overhead 300.000

COGS overall 1.800.000 1000EA

Net Income

…

Details - Costing

Labor 150

External Labor 650

Material fix 400

Material variable 300

Overhead 200

Administration 100

Total 1.800

以前

现在

将COGS按成本结构分解为多个

科目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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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加速期末关账

专为实时操作设计的流程，消除关账瓶
颈问题

实时分析支持流程监督及结
果理解

本地关账流程涉及超过 100 个任
务，具有多个批处理瓶颈

带来优势的驱动因素
• 消除期末批处理瓶颈问题

• 连续不断的企业内对账

• 连续不断的财务报告可见性

• CO-PA 和行项详细信息协调

• 自动处理例行任务

• 关账任务的全面管理可见性

挑战
• 多个批处理依赖项

• 批处理瓶颈造成下游活动延误

• 大量纠错工作

• 复杂问题延后到关账完成后处理

• 必须在紧迫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 报告可见性延误

关账批次 合并批次

关账和合并初始期

传统关账

关账和合并
初始期

按需报告

S/4HANA 完成的关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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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AP HANA的现金管理

 日常现金运营

– 现金头寸和短期现金预测

– 银行转账和付款审批

– 付款细节分析，付款统计

 银行账户管理

 流动性管理

– 中期流动性预测

– 实际现金流分析

– 嵌入式流动性规划和差异分析

 全新用户界面和KPI驾驶舱

– SAP Smart Business 现金管理

 与财务核算，资金管理，银企直连和内部
银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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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HANA：企业集团实现中央账务系统

中央账务系统

BAPI

接口 ECS

纠错暂记账

总账

业务映射
与

错误处理

SAP ERP

实时复制工具 (SLT)

技术
映射

数据库触
发器

非 SAP

数据库触
发器

 实时复制

 数据协调

 通过内置的验证确保数据质量

 内在一致性

 完全可追踪

单个FI/CO文档

SAP 

HANA

FI 文档

CO 文档

FI 文档

MDG
（主数据管理）



后勤管理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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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后勤模块部分业务流程创新

物料需求计划

 基于HANA技术快速运
行MRP；

 具有模拟与分析功能，
提高效率和降低库存。

库存管理

 通过简化系统架构和数据模
型，实时分析任何时刻的库
存信息；

 实时进行库存过账，提高库
存准确性。

可用性检查

 通过HANA技术实现快速的可用
性检查；

 通过替换工厂和替代物料的参数
设置，自动实现最佳的可用物料
分配；同时提供异常情况预警与
处理。

能力计划

 基于约束的规划，利用各种
启发式算法和优化在ERP上
增强能力计划。

 支持汽车、轧制品、化工等
行业特定的能力计划流程。

订单履行

 能够实现订单到收款全流程的监控，对例外情况
进行预警与提醒，并进行业务执行的方案建议。

 通过简化了数据模型、支持常用的信用管理、外
贸业务、应收业务以及各种业务分析能力，实现
降低CTO

采购管理

 提高了从采购到支付流程效率，内嵌
了各种采购业务分析。

 采购订单、发票等业务与Ariba商业
网络集成实现供应商协同



订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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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履行创新

• 销售执行过程透明化，
异常和问题进行提前预
警并进行流程化处理过
程

• 提供各种业务分析，为
业务提供快速决策，各
个业务进行紧密协作

2. 业务流程创新

• 实时的各个业务环
节协同与集成

• 统一界面登陆，统
一数据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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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履行创新

• 销售执行过程透明化，
异常和问题进行提前预
警并进行流程化处理过
程

• 提供各种业务分析，为
业务提供快速决策，各
个业务进行紧密协作

2. 业务流程创新

• 实时的各个业务环
节协同与集成

• 统一界面登陆，统
一数据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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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履行创新

• 销售执行过程透明化，
异常和问题进行提前预
警并进行流程化处理过
程

• 提供各种业务分析，为
业务提供快速决策，各
个业务进行紧密协作

2. 业务流程创新

• 实时的各个业务环
节协同与集成

• 统一界面登陆，统
一数据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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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履行创新

• 销售执行过程透明化，
异常和问题进行提前预
警并进行流程化处理过
程

• 提供各种业务分析，为
业务提供快速决策，各
个业务进行紧密协作

2. 业务流程创新

• 实时的各个业务环
节协同与集成

• 统一界面登陆，统
一数据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MRP 物料需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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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MRP运行模式 – 批处理 基于实时、模拟与分析的MRP运行模式

SAP S/4HANA提供了全新的MRP管理

Release to ERP

Demand Management 

Consensus demand 

planning 

(APO-DP, Flexible 

Planning, Excel, etc.) 

Review Planned 

Indep. Rqmts

(PIRs)
Run

Long Term 

MRP 

(Simulation) 

Pre-load data

CM3

8Analyze Capacity 

Requirements

Process (optional)

Analyze usage 

probabilities (CBF)

MCE

AAnalyze Component 

Requirements

MCB

Analyze Inventory 

Controlling impacts

MS70 

Set up data 

for Component 

Vendor Analysis

MCB

Set up data for 

Inventory Controlling 

Analysis

Data download/upload

Master data maintenance
Excel (optional)

Analyze Component 

Requirements (RCCP)

Release to operative MRP

Excel/e-mail

Supplier collaboration

Iterate/simulate

Iterate/

simulate
Release to ERP

Demand 

Management 

Consensus demand 

planning 

(APO-DP, Flexible 

Planning, Excel, etc.) 

Review Planned 

Indep. Rqmts

(PIRs)

Process (optional)

Analyze usage 

probabilities (CBF)

Release to operative MRP

User interaction

Batch Job

Ad-hoc job

SAP ECC SAP S/4HANA
Process Excellence

价值:
• 实时系统，能把各种KPI瞬间更新

• 更加专注在异常处理流程

• 更好减少库存

问题:

• MRP运算时间较长，MRP结果不能反映出
当前情况

• 基于相对不实时数据进行决策，导致决策可
能会发生一些偏差，例如，预测准确率低，
承诺日期不准，增加（安全）库存

User interaction

Batch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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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工作台 – 物料需求分析
提供实时模拟、分析与执行，支持业务快速决策

MRP应用
• 完全基于角色的全新

MRP工作台，简单易
用；事件驱动着每个
业务角色之间的互动；

• MRP运行性能提高，
以物料流为主线跟踪
各种短缺料问题；

• 提供了各种维度的实
时模拟与分析，例如
物料短缺、互相制约、
需求方案建议等等；

• 为业务快速决策提供
了高效的支持；



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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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更加准确与实时的库存信息

 早期预警出异常或错误情况，
例如由于BOM维护错误，导
致库存出现负数情况

 更准确掌握使用错误数量的
组件情况

 Lot size能够修改为’1’，
能够更小颗粒度进行库存管
理与分析

2. 业务流程创新

 全新的数据模型与结构

 对库存进行各种实时分
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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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 – 库存周转率实时分析

库存周转率分析

库存价值

库
存
时
间

库存周转率分析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更加准确与实时的库存信息

 早期预警出异常或错误情况，
例如由于BOM维护错误，导
致库存出现负数情况

 更准确掌握使用错误数量的
组件情况

 Lot size能够修改为’1’，
能够更小颗粒度进行库存管
理与分析

2. 业务流程创新

 全新的数据模型与结构

 对库存进行各种实时分
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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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 – 实时分析每一个刻库存情况

库存分析

库存移动分析
库存分析

时间（天）

库
存
价
值



采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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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管理 – 提供采购履行效率，提供各种采购业务分析

• 提高了从采购到支付流
程效率，采购订单、发
票等业务与Ariba商业网
络集成实现供应商协同。

• 提供各种业务分析，为
业务提供快速决策，各
个业务进行紧密协作

2. 业务流程创新

• 实时的各个业务环
节协同与集成

• 统一界面登陆，统
一数据源

1. 提高了系统性能

创新带来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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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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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业务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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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式采购申购

Key Message

Unique Value of S/4HANA

The S/4HANA requesting process allows employees to search and request goods / services in a cross-catalog search  with a consumer-

grade user experience

• Possibility to loa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talog content 

into HANA

• HANA based cross-catalog 

search

• Shopping Cart + Purchase 

Requisition simplified in one 

business object

• Highly integrated requesting 

process into the SAP 

S/4HANA processes and 

existing master data

• One user experience for the 

whole process

自助服务采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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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fact Supplier Evaluation in ERP;  soft-fact based Evaluation in 

SRM/SLC. Cumbersome synchronization in business warehouses.
SAP S/4HANA in one system allows real-time , integrated and seamless views

Data 

extraction 

SAP ERP SAP SRM SAP SLC

Data

Access

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

Consumption 

of Results

Static

Batch Job

Optional:

Data 

extraction 

SAP S/4HANA

Direct access

SAP BW

Traditional SAP S/4HANA

Process Excellence

With Traditional System:

• Elapse time does not allow real time 

transparency

• Cumbersome consolidation of different data 

sources

• Business impact: missing transparency and 

decision support on supplier related 

procurement activities.

With SAP S/4HANA:

• Real-time system with KPIs instantly refreshed

• Joint and holistic view on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procurement activities.

• Track supplier performance instantly and allow 

for ad-hoc triggered corrective actions.

• Usage of supplier performance KPIs to control 

operational processes.

供应商评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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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评估管理

供应商

绩
效
分
析

总体绩效
交付分析
成本分析

质量分析

供应商绩效分析

2014年

供应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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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为业务部门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重新构建业务模式
与人员、设备和业务网络

轻松实现互联

重新定义业务决策
随时随地洞察任何数据

重新构想业务流程
轻松掌控关键任务, 灵活调整业务流程

消除批处理：实时运行所有流程

简化协作流程：所有业务实现互联 不再需要手动整合数据：
利用最详细的数据，实时作出决策

S/4

HANA



多种部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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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之旅

Option: Initial 

data load from

Legacy or SAP 

System with

DMIS / MWB企业历史
系统

SAP Fiori

SAP HANA 

SAP S/4HANA EM

SAP S/4HANA
On-premise Edition

步骤 内容

安装S/4HANA SWPM (Software Provisioning Manager)

数据迁移到
S/4HANA

Data Migration Server / Migration Work Bench
• SAP source: system connection

• Legacy system: file upload;

SAP Data Services  additionally supported

with predefined migration content

1

2

SAP Fiori

SAP HANA 

SAP S/4HANA EM

SAP GUI

AnyDB / SAP HANA

SAP ERP

SAP Update 

Manager (SUM) 

with Database 

Migration Option 

(DMO) 

SAP S/4HANA
On-premise Edition

场景1: Net New ERP Customer 场景2: Existing ERP Customer

步骤 内容

安装与数据迁移
到S/4HANA

使用SUM工具快速地把财务与后勤业务数据
从SAP ERP系统转移到SAP S/4HANA系统
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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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智信息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万都中心46楼
电话：+86 021 5208 0750

www.itelligencegroup.com

We make the most of SAP® solutions!

http://www.itelligence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