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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使用针对数据中心设备维护的生命周期方法和整

行业分析机构 IDC 称，每小时宕机的平均损失高达 224,952

合支持供应商如何帮助 CPO 实现下列目标：

美元到 1,659,428 美元，具体损失取决于组织规模的大小。1
同时，每次宕机都会增加企业的总拥有成本 (TCO)，并消耗

● 降低 TCO

IT 预算。

● 延缓资本支出
● 简化供应商管理和合同管理

技术支持服务专门用于防止和快速修复 IT 问题。通常情况

● 优化 IT 可用性

下，IT 采购主管 (CPO) 在选择技术支持供应商和管理供应商
关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通常，有两种供应商可供选择：1）
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此类供应商在消费者购买新设备
时，通常会销售简便的附加装置或保修服务；2）第三方维护
提供商（TPM 提供商），此类供应商支持来自不同制造商的
IT 设备。
许多拥有大而复杂 IT 环境的企业，可能会依赖多个 OEM 提
供商来维护其数据中心设备，因为在每次购买产品时，他们
都会获得保修服务。然而，OEM 维护服务可能会增加资本
支出 (CAPEX)，尤其是在维护期限基于服务终止 (EOSL) 日
期的情况下。针对数据中心设备维护的生命周期方法会根据
设备的实际情况，而非 EOSL 日期，量身定制硬件维护决
策，可以帮助企业延长 IT 设备的使用寿命，从而提高投资回
报率 (ROI)。
此外，管理多个服务提供商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风险，例如成
本增加、管理复杂性加大、难以获取支持、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和潜在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都会增加数据中心的 TCO 并且给您和企业带来诸多难题。

当今数据中心面临的 IT 可用性挑战
许多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寻找一种简单且
经济实惠的方法，维持 IT 可用性并推动业务创新。然而，降
低成本和复杂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对于最佳产品的需求催生了一种新现象：复杂且难以管理的
异构数据中心环境。诸如云计算、移动、分析和社交等颠覆
性的技术，都在加大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尽管这些技术对于
业务灵活性和业务创新至关重要，但仍需与核心系统相集
成，因此会带来新的风险。如果其中任一系统出现故障，则
会造成连锁反应，导致中断和性能退化 - 更不用说生产力损
失、收入损失和声誉损失。
CPO 的首要任务是降低数据中心设备的 TCO，简化供应商
管理 - 同时还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下针对硬件维护
的“两步走”方法有助于显著降低数据中心成本并简化其管
理。
1. 采用生命周期方法，开展硬件维护，进而降低 TCO。
2. 从战略高度整合支持供应商，利用规模效益，实现轻松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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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交易工具外，供应商的专业知识在准确评估数据中心设备运

以下是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

行情况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选择完全熟悉 OEM 设备生命

采用生命周期方法，开展硬件维护，进而降低
TCO
生命周期方法旨在延长数据中心设备的使用寿命。该方法遵
循的理念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设备的最佳使用寿命会超过
其 EOSL 日期。EOSL 日期通常用于指定硬件维护协议的条
款，决定产品何时应由 OEM （一般为 3-5 年）进行替换，

周期并具有丰富的 OEM 硬件支持经验的提供商至关重要。

较之于典型的 OEM 3 年期更新方法，
7 年生命周期策略可节省高达 57% 的
资本成本。2

即使产品功能仍然完备。与 OEM 续订基于 EOSL 的合同意
味着您将获得新的设备并且将维持现有的供应商关系。但
是，最终造成的代价是不必要的资本支出和更高的 TCO - 两
者都会耗用预算。

通过使用生命周期维护方法，您可使设备的使用期限长于
EOSL 日期，并且可延缓新设备支出。例如，较之于典型的
OEM 3 年更新方法，7 年生命周期策略可节省高达 57% 的资

相反，生命周期方法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定制硬件维护决策
（与 EOSL 截然相反），例如更新和配件更换，能够显著降
低 TCO。遵循此方法的硬件维护供应商，使用分析和实时性

本成本。3 因此，了解产品 OEM 保修到期时间并确定迁移至
TPM 提供商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时间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资本
支出和优化数据中心设备的 TCO。

能监控工具，可以提供实用建议，告诉您哪些硬件需要由
OEM 进行维护、哪些需要进行更换或者移交给 TPM 提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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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供应商，利用规模效益，实现轻松管理

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如何提

除资金挑战外，管理多个技术支持供应商还会带来沉重的

供帮助

管理负担。应付多个起始日期各不相同的合同、监控多个
服务级别协议 (SLA) 和其相关服务目标，以及管理多品牌
出入数据中心带来的挑战，这只是管理多品牌所带来的诸
多固有挑战中的一部分 - 这些挑战将对 TCO 产生影响。

IBM 可以提供供应商诊断技术支持，因此 IBM 能够成为客户
的 TPM 提供商。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IMS) 是一款具有单一来源和预定价格的产品，使用生命周期
维护方法，可以帮助降低非 IBM 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的
TCO，包括来自 EMC、惠普、Hitachi Data Systems、戴

一站式技术支持协议可大大减少挑战。该方法将 IT 维护和

尔 、 Oracle-Sun Microsystems 、 Brocade 等供应商的设

技术支持与一个或多个 TMP 提供商整合在一起 - 有助于减

备。除提供基于生命周期的维护建议外，IBM 还提供单一联

轻管理负担，并降低 TCO。

系点，全天候提供一级和二级支持，包括问题确定服务。

选择 OEM 供应商而非 TPM 提供商最普遍的理由是 OEM

IBM 专家会对设备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并告知哪些设备需要

可提供更好的产品支持。但是，该想法并未考虑评估维护和

继续由 OEM 进行维护、哪些设备需要更换以及哪些需要移

技术支持供应商的重要标准。

交给 IBM 进行维护。这有助于延缓资本支出和优化数据中心
设备 TCO。除有助于降低整体成本外，IMS 还可以：

行业领先的供应商需具备以下条件：

● 整合 OEM 技术支持 — 降低成本、复杂性和风险
● 依靠灵活且可定制的服务选项，满足您的独特需求

● 提供创新型工具，加快远程或现场解决问题的速度，并削减

成本
● 深入了解客户业务需求，提供快速可靠的支持
● 在支持异构 IT 环境方面拥有广泛且久经考验的经验
● 提供灵活、模块化的服务选项，满足您的独特需求和预算要

求
● 提供单一联系点，营造始终如一的体验，从简单的故障修复

到端到端的支持能力

● 通过主动监控和事件通知，减少业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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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实现多品牌
产品维护？
该向谁寻求
支持？

IBM 技术人员为 IBM 系统和非 IBM 系统
提供服务
信任

可靠

IBM 技术人员可支持 IBM 和非 IBM 系

IBM 全 球 信 息 技 术 支 持 服 务 部

统 — 降低风险、减少供应商和合同数量

（TSS）为 80% 的财富 100 强企

技术人员均为经过认证的现场工程师，

业提供支持

其中许多拥有多年数据中心设备支持经

24x7 全天候响应时间

验

全球性零件基础设施和全球共计
23,000 名员工的知识库

简单
单点责任制

数十年多品牌设备支持经验

快速且简单的报价流程
致力于帮助客户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支持数据中心存储、服务器和网络设
备，例如

EMC 、 惠 普 、 戴 尔 、

Brocade、Sun Microsystems、HDS
等设备

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提供基于生命周期的一站式维护，可以帮助简化供应商管理、解决问题并降低非 IBM 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的
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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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IBM？

当然，作为 IBM 客户，您可以放心，IBM 通过自己几乎无与

IBM 拥有 30 多年的多品牌、多平台设备支持经验，并与多

伦比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可快速支持几乎所有技术需求，其中

个行业的领先 IT 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丰富的经验是 IBM

包括：

实现首次硬件维护呼叫解决率高达 94% 傲人成绩的原因之
一。4 此外，IBM 提供的维护建议不仅仅依赖于性能数据，还

●

全球覆盖，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 IBM 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依赖于 IMS 团队的广泛研究和广博知识。IMS 团队已经研究

170 个国家或地区。而且，IBM 在全球拥有 57 个具有区域

了数百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按照模型逐一开展。

和本地语言支持的呼叫中心、114 个硬件和软件开发实验室
以及 11 家全球研究实验室。7

最重要的是，经过验证，IBM 生命周期方法可以帮助客户降

●

经验丰富的团队，提供行业领先的支持 — IBM 拥有 23,000

低成本并优化数据中心设备的 ROI。事实上，通过生命周期

名服务人员，平均工作经验为 14 年，每天执行 19,400 个硬

方法将 OEM 设备更新期限仅仅延长一年，就可节省高达

件和软件服务请求。8

14% 的资本支出。5

●

强大的零件库存，可快速更换零件 — IBM 拥有 585 个零件
中心，存有 130 万个 IBM 和非 IBM 零件，平均可在四小时

此外，通过 IBM 中断缓解和问题解决服务，IBM 已成功地
帮助客户将运营成本降低高达 20%。6 通过 TCO 和资本支出
方面的改善，以及提供单一价格和合同的能力，我们可以帮
助节约更多成本和时间。节约的时间和成本可用来推动业务
发展。

内交付至 99% 的美国消费者手中。9
●

功能多样的技术能力 — IBM 可以为 IBM 和 OEM 硬件和软
件以及从云到认知计算的其他多种技术解决方案提供支持服
务，因此 IBM 是满足您所有需求的一站式整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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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实现客户支持运营转型

了解有关 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的更多信
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

客户概况：北美计算机服务提供商

ibm.com/services/us/en/it-services/technical-supportservices/ technical-support-services-for-the-entire-data-

挑战：该公司通过多品牌为产品提供支持服务，结果导致支

center/index.html

持成本居高不下，而且系统性能不可靠。
解决方案：IBM 为该公司的客户提供单一联系点，并通过
单一工作流程实施客户来电应答、可用性管理、定制开票、
供应商管理、库存管理和变更管理服务等任务。
成果：该客户第一年即节省资金 800 万美元，并在短短
两个季度内实现了 ROI。该公司能够将这些节省的资金
再次投资于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的培训和完善上。

此外，IBM 全球融资部提供多种支付选项，帮助您获得业务
发展所需的技术。我们提供从采购到处置的完整 IT 产品和服
务生命周期管理。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financing

© Copyright IBM Corporation 2016
Global Technology
Services Route 100
Somers, NY 10589
美国印刷
2016 年 6 月
IBM、IBM 徽标和 ibm.com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域的注册商标。其他产品和服务名
称 可 能 为 IBM 或 其 他 公 司 的 注 册 商 标 。 Web 站 点
ibm.com/legal/copytrade.shtml 上 的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ormation”部分包含了 IBM 商标的最新列表。
本文档为自最初公布日期起的最新版本，IBM 可能随时对其进行更改。
IBM 并不一定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或地区提供所有这些产品或服务。
本文引用的性能数据和竞争性声明仅用于说明目的。实际性能结果可能
因特定配置和运行条件而异。
评估和验证任何其他产品或程序与 IBM 产品和程序一起运行的情况，
则由用户自行负责。
本文档内的信息“按现状”提供，不附有任何种类（无论是明示还是默
示）的保证，包括不附有关于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和非侵权的
任何保证或条件。IBM 产品根据其提供时所依据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获得
保证。
1 IDC，High-Availability Angst in the 3rd Platform Era，Doc
# DR2015_T5_PR，2015 年 3 月。
2 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的 ROT 计算器。
3 同上。
4 基于 IBM 内部数据；截止 2014 年 3 月。
5 IBM Integrated Multivendor Support 的 ROT 计算器。
6 基于 IBM 内部数据；截止 2014 年 3 月。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请回收使用

MTW03021-CNZH-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