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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solar 光能电力
利用太阳 + 云， 超越电动自行车租赁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领先推出开创性的太阳能充电解决方案。
Advansolar 致力于设计、研发和生产太阳能充电移动服务设备。该公

概述
需求

司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法国尼斯附近的 Eco-Valley，可再生能
源技术在这个地区蓬勃发展。

Advansolar 看准了不断增长的太阳能和
电动交通市场的机会，需要快速采取行动。
该公司的充电站目前主要为汽车、电动自

抢占先机，将概念变为现实

行车和移动设备充电。他们开始思考如何

Advansolar 的 CEO Raphael Brière 说：“仅在法国，电动自行车市场

扩展这些充电站的概念，建立综合型的电

每年就将增长大约 40%。人们对于该行业日益高涨的兴趣产生了巨大

动自行车租赁和充电站？过长的开发周
期可能抵消资本和竞争优势。如何能够超
越电动自行车租赁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将

的机遇，但它同时也吸引了竞争者的注意力，因此必须快速将产品推向
市场。”

技术快速推向市场？

解决方案

Advansolar 的愿景是模组化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充电和租赁解决方案，

AEM 光 能 电 力 与 IBM® Bluemix®

包括管理太阳能充电站的电动自行车预定、签入、签出和付款等流程的

Garage 联合基于混合云平台开发了电

在线服务平台。这将帮助租赁运营商利用大量数据运作优化向客户提供

动自行车共享和租赁解决方案，创建了创

的服务。

新的电动自行车租赁解决方案，利用一系
列 IBM 云数据服务加速开发。

优势

60% 的 开 发 时 间 被 节 约 下 来 ， 因 此
Advansolar 得以比竞争者领先一步抢占
市场份额。

30%的开发成本被节约下来，因此可
将资金用于市场营销。

支持国际化增长，产品易于适应新市场

“我们在建造太阳能充电站方面经验丰富“，Raphael Brière 表示。“但
若要将概念变为现实，我们也需要投资软件开发。过去，我们将开发
工作分包给了其他公司，而在这个产品中，我们需要更灵活、敏捷的
方法。与此同时，由于可用资源有限，因此必须把控好开发预算和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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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BM 云服务的力量、开放性和敏捷性以及 IBM 的
专业知识，帮助 Advansolar 取得了开门红

“借助 IBM，我们估计

Advansolar 向位于尼斯的 IBM Bluemix Garage 寻求咨询帮助。IBM

节约了长达一年的开

Bluemix Garage 由包括开发人员、产品经理和设计人员在内的多学科

发时间，使我们在竞争

方案快速创新，交付新技术。

中占得了先机。”
- Advansolar 光 能 电 力 CEO Raphael
Brière

团队组成。在此，公司可以与 IBM 开展合作，借助 IBM Cloud 解决

“在我们新的电动自行车租赁解决方案的整个开发过程中，IBM Bluemix
Garage 团队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Raphael Brière 表示。“通过与
他们合作，我们获得了 IBM 云数据服务的力量、开放性和敏捷性以及
IBM 的专业知识。这帮助我们取得了开门红。”
借助 IBM Bluemix 中针对 Node.js 的 IBM SDK 启动包，Advansolar
和 IBM Bluemix Garage 团队创建了响应式 Web 应用，该应用针对
四个不同用户组设计了个性化界面：租赁客户、租赁代理、拥有和管理
设备的运营商以及 Advansolar 的管理人员。
该解决方案吸纳了 IBM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可将
公 司 的 太 阳 能 充 电 站 连 接 至 由 IBM Compose 管 理 的 基 于 云 的
MongoDB 数据库。
“借助一系列基于云的服务连接我们太阳能充电站的混合云解决方案托
管于 IBM SoftLayer® 数据中心，”Raphael Brière 解释道。“我们选择
将 MongoDB 作为数据库平台，因为它提供比传统关系数据库更大的
可扩展性、敏捷性和易用性，并且比其他 NoSQL 选项适应能力更强，
成本效益更高。我们借助 Compose 获得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强大、管理
良好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它有助于确保我们随时保持服务在线。”
Advansolar 的一体化太阳能自行车充电站有助于运营商保护、管理并
为多台电动自行车充电，同时将数据推向云端 MongoDB。随后，
Advansolar 的应用帮助运营商监控数据，了解自行车的使用方式。这
种洞察力有助于改善运营的各个方面，比如车队管理和维护。该解决方
案支持城镇和城市中使用的长期车辆共享模式，同时也支持短期租赁模
式，以供休闲和酒店行业的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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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IBM 灵活的开发方法，将资源更多地专注于营销和
解决方案组件
软件
●

IBM® Bluemix®

●

IBM Compose for

销售
“由于 IBM 解决方案高度可扩展，因此我们能够收集有关自行车使用
的宝贵数据，比如每辆车的维护历史、使用强度、是否牢固坚实以及剩
余电量等等，”Raphael Brière 表示。“因此，我们的客户可以采取巧妙

MongoDB

的方法进行车队管理，他们仅需关注关键问题：无需在每个充电站配备

●

IBM DevOps for Bluemix

侍者，因为一个人便能轻松监控和管理多个充电站。”

●

IBM SDK for Node.js for

借助 IBM Bluemix 的 DevOps 服务，Advansolar 在整个实施阶段采用

Bluemix
●

IBM Watson™ IoT Platform

了敏捷的方法，加速了解决方案的交付。总的来说，比起其他方法，该
公司能够大大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同时还可降低成本。
Raphael Brière 解释道：“通过与 IBM Bluemix Garage 合作并使用
IBM 解决方案，我们预计节约了一年的开发时间，将上市时间加快了
60%，同时在竞争中占得了先机。此外，我们还节省了大约 30% 的开
发成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资源更多地专注于营销和销售。”
Advansolar 已在法国市场取得进展，目前已将发展目光投向其他国家
和地区。借助灵活的开发方法，该公司清除了部分发展障碍。
Raphael Brière 总结道：“我们推出新解决方案仅仅数周，但迄今为止
已经好评如潮。与 IBM Cloud 工具和专家合作的关键优势在于它所赋
予我们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快速修改解决方案和策略，以适应各个市场
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寻找已知在整个欧洲电动自行车市场上存
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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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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