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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解决方案简介 
SAP NetWeaver 
SAP NetWeaver Master Data Management 

 

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 
 

要点 

 

 
 
 
 
 
 

主数据的整合、联合与管理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 要点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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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视图源于数据整合 

单一视图源于数据整合 
从多个数据源创建优质记录。通过联合一致的主数据，制定更明智的决策和

实现更卓越的运营。在一致、易于访问的数据目录中显示完整的产品组合。

借助 SAP 提供的主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您除了实现以上功能外，还能获得更

多收益。 
 
 

主数据相当于企业的 DNA；它是与客户、供应

商、物料、财务科目等企业核心业务实体有关

的关键任务信息。它可以是来自企业内部或外

部数据提供商，如数据池、供应商、Dunn & 
Bradstreet（邓白氏）等，也可以在企业内部

用户之间和内部用户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传

输。 
 

总而言之，主数据有助于推动业务流程和日常

决策的制定。但是，如果缺乏覆盖整个企业范 

围的单一主数据视图，则企业将面临业务风

险，最终导致企业收入减少，客户服务质量降

低，合规性差，且企业成本失去控制。 
 
为了获得单一的主数据视图，企业需要平衡多

种主数据被占有和产生的方式。幸运的是，

SAP 为此提供了一系列产品，您可以选择单

个部署或集中部署，实现主数据控制，进而推

动业务迈向成功。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 要点 目标 

3 / 10 ©2013 SAP AG。保留所有权利。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多种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SAP NetWeaver® Master Data Management 
(SAP NetWeaver MDM) 组件能帮助您整合和

联合整个企业的主数据。它能够在异构环境中

为供应商、产品、客户或用户定义的数据对象

提供一致的主数据。同时，该组件还支持大多

数数据源，使利用旧系统成为可能。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管理主数据：直接使用功

能全面的富客户端应用，或借助 SAP 
NetWeaver Portal 组件。无论采用哪种方

式，您都可以使用直观的门户界面新建客户、

供应商或产品请求。 

 

此外，SAP NetWeaver MDM 还与 SAP® 
Data Services 软件集成，提供有效的数据整

合和数据质量管理功能。SAP Data Services 
的数据提取、转换、清洗和加载等高级功能，

支持您在准备主数据管理方案时有效移动数据

并提高企业数据质量。 
 
SAP NetWeaver MDM 还能与 SAP 
Information Steward 软件一起使用，从而实

现强大的数据剖析和元数据管理功能。这

样，您的业务用户便能持续洞察企业信息质

量，改进企业的运营、分析和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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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多种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SAP NetWeaver MDM 能够使用预定义或自

定义的数据模型对不同数据源（包括 SAP 和
非 SAP 软件）的主数据进行整合。您可以导

入主数据架构、结构、值和分类体系；在数

据清洗过程中执行多种操作，如删除重复数

据和规范化处理、ID 映射、匹配和合并、数

据富集、数据分级、交互式数据质量分析以

及即席整合服务。 

整合主数据可大幅提升搜索性能。只需几秒

钟，您便能在包含多达数百万条记录的资源库

中完成对项目或项目组的搜索。您还可以通过 
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 (SAP 
NetWeaver BW) 整合主数据，将其与事务数

据一起使用。此外，由于 SAP NetWeaver 
MDM 与 SAP BusinessObjects™ 商务智能 (BI) 
集成，还可对主数据进行处理，提供关键的业

务洞察力，如顶级客户、最贵的供应商和最畅

销产品的相关信息等。 
 
 
 

整合孤立的客户数据、产品数据、供应商数

据或其他数据，提升整体业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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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多种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SAP NetWeaver MDM 还可借助功能强大的

联合模型来更新系统中的主数据（无论系统运

行 SAP 软件还是非 SAP 软件），从而实现主

数据的一致性。数据联合使用行业标准 
XML，且可配置为交互式运行或自动运行。 
 
该联合功能利用数据工作流和基于角色的多层

模型集中维护主数据。其支持多个主表的功能

特性为数据建模和复杂对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

性，支持您对多个数据域使用单一主数据管理

资源库。SAP NetWeaver Process 

Integration (SAP NetWeaver PI) 解决方案实

现了至运行 SAP 和非 SAP 软件的系统的消息

传递。 
 
SAP NetWeaver MDM 支持管理员管理和监

控导入和联合服务器。通过功能全面的界面，

用户能够同时对单个主数据记录和大数据集进

行处理，然后将信息提取到 SAP NetWeaver 
BW 和 SAP BusinessObjects BI 解决方案进

行分析。 

 
 
 
 

最后，企业还需要解决记录冲突问题。一致

的主数据可帮助企业实现更高效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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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的多种用途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多种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主数据管理适用于多种业务场景。例如，您可

以通过将分散的数据源整合到一个主资源库来

整合客户数据； 或者还可以同步全球数据

池，与业务合作伙伴高效地交换准确的实时数

据。 
 
借助 SAP NetWeaver MDM，您可以管理各

种非结构化产品内容，如 Adobe PDF 文件和

图象等。单程数据规范化和高性能的参数搜索

功能使您能够以交互方式处理这些内容。 

同时，该软件的发布功能支持您从单个主资源

库进行电子输出和打印发布，另外，还可以通

过 Adobe InDesign 进行整合。您可以发布重

新结构化和重新格式化的资源库内容摘要或增

量更新，并以多种带分隔符的文本和 XML 格
式将其分发至不同的分公司、部门或贸易合作

伙伴。例如，SAP NetWeaver MDM 借助贵

企业丰富的产品内容基础和行业数据池（如 
1Sync）要求的属性来满足消费品行业的要

求。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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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 要点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众多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借助对分散客户数据的整合视图的持续性访问

权限，SAP NetWeaver MDM 能够支持有效的

销售、营销和客户服务。它能帮助您协调不同

业务单元和地点的客户流程。同时，您还可以

进行交叉销售和升级销售活动，制定更明智的

决策，并对客户关系实现更有效的管理。 
 
利用 SAP NetWeaver MDM，您还可以识别

和匹配供应商，删除同一系统中的重复供应商

并找出所收购或合并公司中的同类供应商。之 

后，便可从任意数量的异构采购系统中提取、

转换和加载数据。此外，您还可以使用外部验

证服务，如邓白氏数据通用编码系统 (DUNS) 
编号。由于 SAP NetWeaver MDM 与 SAP 
NetWeaver BW 和 SAP BusinessObjects BI 集
成，您可以跨系统和组织界限进行支出情况分

析。 

 
 
 

一旦您能够有效控制主数据，您

将创造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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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企业主数据的整合枢纽 

 
通过整合获取洞察力 

通过协调实现一致性 

MDM 的众多用途 

借助 SAP Services 优化实施 

SAP Services 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为企业

主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持的针

对性服务，以提升 SAP NetWeaver MDM 为
企业带来的益处。我们将帮助您提高数据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为您的员工提供培 

 

训，以便掌握应对具体挑战所需的基本知识，

如治理、原型设计、系统容量估算等。无论您

有怎样的需求，SAP Services 都能为您提供

关键主数据管理服务支持，为您交付真正的价

值、最大程度降低风险和成本。 

 
 
 
 
 
 

您是否希望最大程度提高主数据管理方案的

效益？SAP Services 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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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NetWeaver Master Data 
Management 的优势 

 
SAP NetWeaver Master Data 
Management 的优势 

借助简化数据整合与分发的工具，您可以将相

关数据发布并分发给合作伙伴、分公司或部

门， 并通过清除过期和重复的系统和记录，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IT 维护成本。 
 
SAP NetWeaver MDM 能够帮助您提高业务

流程效率。有了整合的可靠主数据，您就能淘

汰耗时的人工检查和查找环节，从而简化业务

流程。 
 
此外，SAP NetWeaver MDM 还能改善决策流

程。SAP NetWeaver BW、SAP Information 

  

Steward 和 SAP Data Services 的数据协调与

集成功能可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持续监

控数据质量，同时提升分析和报表的可靠性。 
 
最终，一致化的可靠信息能帮助您的企业灵活

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您可凭借准确、及

时的信息采取符合企业战略的措施，同时满足

不断变化的政府和行业合规标准。此外，消除

重复、不完整和过时的客户、产品、供应商和

物料信息还能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支

持。这有助于最大化企业商务智能和现有技术

投资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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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主数据冗余、不完整或不一致均会导致系统无

法达到最佳性能。SAP NetWeaver® Master 
Data Management 组件能够帮助您对旧系统

和应用中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协调。借助该解决

方案，您可以降低 IT 成本，提高业务流程效

率，增强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响应能力，并为

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决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 
 

目标 

•简化低效业务流程 
•识别、匹配和清除重复的主数据 
•简化 IT 架构，降低 IT 维护和支持成本 

解决方案 

•整合和协调不同数据源的主数据，从而提供

统一的视图 
•管理 Adobe PDF 文件、图像、XML 文件等

产品内容 
 
业务优势 

•提高整个企业的效率和有效性 
•提高 IT 生产效率，降低维护成本 
•借助可靠的信息，制定更准确、及时的战略

决策 
•能够发布数据并将数据分发给合作伙伴、分

公司或部门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您的 SAP 代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ap.com/m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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