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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健康评分如何支持更明
智的设备更新决策
IBM Services: Device Health with Watson
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设备的价值，降低支持成
本，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生产力

企业设备管理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而且充满挑战性。企业在

亮点
• 根据从整个企业中收集的多个数据点，
得到易于理解的设备健康评分
• 在设备出现故障之前进行更新，从而降
低支持成本，减少生产力损失
• 增加性能良好的设备的使用时间，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

为员工提供设备选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促进员工生
产力、满意度和敬业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Forrester 的研究发
现，31% 的员工认为拥有特定的设备或生态系统是他们完成工作的
必要条件。¹
为了保持员工的满意度和生产力，IT 团队必须在同一环境中管理众
多不同的设备。因此，他们很难了解何时更新特定的设备，因为不同
设备的退化速度往往不同。
即使员工使用同样的设备，使用方法也会因工作职位而异。经常出差
的销售人员所使用的设备可能比办公室员工的设备损耗更大；因此，
销售人员更换新设备的频率会更高。
尽管如此，IT 部门仍是按照传统方法，根据使用时间来决定是否更
新设备。由于他们无法深入了解设备性能，因此别无选择，只能按照
设定的更新计划行动 — 通常是每两到四年更新一次。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可更轻松地获得所需数据，全面掌控
设备健康状况。然而，企业需要合适的解决方案，理解所有数据并将
其转 化 切实 可行 的 设备 洞察 。 而这 就是 IBM® Services: Device
Health with Watson™ 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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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IBM 解决方案，实施更明智的设备更新方法，将为企

超越以时间为依据的传统更新方式

业带来可衡量的效益。潜在的优点包括：

IBM Services: Device Health with Watson 是获得专利
的业界首个计算设备健康评分解决方案。它可以为企业提



供所需的功能和洞察，超越以时间为依据的更新周期，在

17% 的成本。²

正确的时间更新每台设备。这样，企业就能够最大程度提
高生产力，同时优化支持成本和硬件成本。



四张支持凭单的成本相当于一部新设备的平均成本。3



发生故障的设备平均每天会给企业造成 300 美元的生产

企业可以从 IBM Services: Device Health with Watson

力损失。4

中获益，因为他们当前基于时间的更新计划并没有考虑设



备的实际损耗情况。这就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关注领域。


对于一家拥有 500 名员工的公司来说，如果由于设备性
能不佳而造成每天 5 分钟的生产力损失，每年将造成近
40 万美元的损失。5

有些设备在更新日期之前就开始出现故障。这些设备的
性能可能已经下降到无法接受的程度，但是仍在使用

通过设备健康评分洞察设备状况

中。随着设备的退化，服务凭单和请求的数量自然会上

IBM Services: Device Health with Watson 从设备数据中提取

升，从而导致成本增加。当设备完全不可用时，企业将

洞察，并将其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设备健康评分。每台设备都有

遭受生产力损失，员工满意度也会因此降低。


在设备正常更新日期之后延长使用 6 个月，可以节省

一个独特的健康评分，以百分比表示。IT 主管只需要查看特定

有些设备在更新日期被更换掉，但是它们的性能仍然很

设备的健康评分，就可以准确地了解设备当前的性能。他们可

好。这种情况会导致价值浪费、新设备费用超支以及设

以据此做出明智的决定，明确是否应该更新设备。

备之间不必要的迁移。

IBM 解决方案使用来自整个企业的数据点（包括采购、设备
使用、支持凭单等）计算设备健康评分。

为什么以时间为依据的设备更新存在不足
浪费资源：

过早更新会增加
不必要的成本

影响生产力：

支持成本：

更新太晚可能导致
性能和可靠性下降

更新太晚可能导致
支持凭单增加

淘汰以时间为依据的更新方法的潜在好处

17%2

300 美元 3

4 张凭单 4

让设备使用时间延

员工生产力损失一天

相当于一个新设备的成本

长 6 个月能够节省

的成本

17% 的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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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决方案将企业管理的所有设备的健康评分汇总到一个管

“如果 IT 和采购团队能够在正确的时
间做出正确的设备决策，那么他们就
有很大的机会为企业实现价值，减少
不必要的开支。设备健康评分恰恰能
够给予他们利用此机会的能力。”

理仪表板中。IT 人员可以从中轻松了解整个企业设备性能
的总体状况，或者深入了解特定设备的详细信息。
企业可以根据位置、业务单位、设备类型、操作系统、角色
等条件，在仪表板中使用过滤器，对一组特定设备进行分
析。这非常有用，因为企业通常不会同时更新所有设备。例
如，IT 主管可以使用仪表盘过滤器，专门查看在美国的

— Gene Morita, IBM GTS 移动工作场所服务全球产品经理

Windows 7 系统笔记本电脑的性能。

让设备数据发挥作用

IT 主管还可以使用区域和地理空间分析，根据地点分析设

将设备健康仪表板与 Watson 的认知能力相结合，有助于

备性能。通过确定设备在某些地点的性能优于其他地点，IT

更深入地了解设备为何会以现在的方式运行，找到关键的趋

管理员可以确保将有限的设备更新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势数据，并预测未来如何管理这些设备。

了解更多信息

凭借 Watson 的预测性分析能力，IT 主管可以知道未来会

要了解有关 IBM 移动管理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发生怎样的情况，包括：


IBM 代表，或访问 ibm.com/marketplace/

某个特定设备何时会发生故障（或者它目前还有多长的

managed-mobility-services。

使用寿命）


哪些因素可能导致设备故障，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
这些故障



预测在整个企业中，有多少设备可能会发生故障，从而
使 IT 主管能够做出明智的财务预测决策

综上所述，这些洞察可以帮助减少现有设备所需的服务凭单
数量，或者将未来的设备支出引向更可靠、更经济的模式。
在综合考虑了使用寿命、支持成本和生产力损失后，购买价
格最低的设备不一定总成本就最低。如果 IT 主管能够了解
某一特定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实际成本，他们就可以做出更
明智的决定，决定将来是否应该继续购买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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