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
数据表

IBM 零售技术支持解决方案
借助全面的端到端战略，重新思考商店的技术
支持模式

要点
• 支持优化商店设备可用性
• 使用 IBM 的前沿创新技术，帮助降低技
术支持成本
• 使用“即服务”模式，帮助优化硬件生
命周期，解决资本支出问题

IT 设备出现问题会损害客户体验，降低员工满意度，影响库存
管理。企业需要确保设备一直得到有效维护，保持高可用性，
而您的技术组合可能需要多个供应商提供支持 — 这样会增加成本，
提高管理难度，并进一步影响可用性。
IBM 零售支持解决方案能够维护您商店中的几乎所有设备。该服
务借助 IBM 的战略性创新，并通过单一联络人 (SPOC) 为多个制
造商的技术提供维护和支持，帮助降低运营成本，促进零售业务
的增长。此外，您还可以从可定制的灵活解决方案中进行选择，
这些解决方案覆盖您的多厂商商店环境 — 无论是为达到使用寿命的
传统技术提供支持，还是为数字和移动设备提供支持，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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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设备可靠性和可用性，改善用户体验

无论设备的使用年限、类型还是制造商，IBM 都可以为
您的整个 IT 环境提供端到端支持。支持范围既包括传
统设备和移动销售点 (POS) 设备以及关联的外围设备、
自助服务终端、平板电脑、数字标牌、打印机和网络设备，
也涵盖物联网 (IoT) 设备等。

为客户营造期望的购物体验对于商家而言至关重要，
但这可能受到硬件可靠性的影响。宕机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失去购物者、购物篮被丢弃、员工离职，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如潮的负面评价？这些问题都会损害
企业声誉，降低盈利能力。

这种一站式服务为来电回执、权利检查、服务凭单和远程
修复服务提供远程技术支持。IBM 还由当地技术人员提供
现场维修服务、预防性现场服务、现场更换和安装服务等。
此外，IBM 可以管理部件库存和运输，帮助迅速解决问题。

为什么要坐等设备发生故障，忍受漫长的宕机时间，
而让有限的内部资源去决定向哪个供应商寻求支持？
IBM 零售技术支持解决方案能够提供更高效、更简化的支持
替代方案。该解决方案提供单一联络人，通过集中式支持，
帮助降低成本和复杂性。IBM 专家使用优化的工具和流程，
根据您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支持计划。这些零售解决方案
专业人士能够：

对于商店技术支持，零售商有两个高优先级的目标：确保
实现最高水平的可用性，以及尽可能减低成本。平衡这些
经常冲突的需求可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重新思考“如何”
提供商店支持。

• 管理店内技术，打造更令人愉悦的客户体验和店员体验
• 执行问题的确定和解决流程
• 制定行动计划，做到防患于未然，或者在问题发生后尽
量减轻其影响

24x7 的远程支持

• 全面的技术支持
• 改进的客户体验
• 通过创新，改进服务交付
• 基于生命周期的支持方法

IBM 零售
技术
支持
解决方案
IBM 零售指挥中心

可选的现场服务

商店

图 1： IBM 零售技术支持解决方案的功能和优点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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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创新的技术提供端到端的商店设备支持

延长有用产品的寿命，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
新技术的投资

• 提高首次修复率，减少现场访问次数：通过增强的远程
辅助移动应用，帮助 IBM 现场技术人员连接到技术专家
平台，实时获得帮助，执行复杂的诊断或维修。
• 将定期的预防性维护转变为数据驱动的智能操作，
同时阻止组件退化，延长其使用寿命：这种工具基于
Watson，使用认知能力和预测性分析，帮助优化设备
有效性和效率。
• 缩短求助电话的持续时间、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系统宕机
时间，减少现场服务呼叫次数和人员需求：IBM Watson
Agent Assist 可帮助 IBM 专家第一时间找到答案，
快速解决设备问题。
• Salesforce.com 是基于云的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它支持销售和支持人员更有效地跟踪案例，
开展协作，通过智能地安排现场技术人员，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和可用性。它有助于简化支持流程，使之成为
一个整合的平台，用于执行问题凭单处理、知识管理和
Watson 认知能力。
• IBM Client Insights Portal 提供了更简单、更易于使
用的仪表板，旨在改进 IT 支持管理的可见性、可用性
和效率。

要从技术中获得最大价值，就需要延长现有投资的寿命，
通过加大维护保养力度，延长设备的寿命。该流程需要确
切地知道何时维修、升级或更换设备。但是，由于混合了
多个厂商的设备，生命周期维护 (LCM) 可能很快就会变
得极其复杂，花费的时间令人无法承受。
IBM 的 LCM 方法提供了单一提供商所特有的便利性和简
单性，通过全面审视贵企业的设备现状，帮助您制定设备
完整生命周期计划。
IBM LCM 的理念基于对设备最优生命周期的构想 — 在大
多数情况下，设备可以在使用寿命终结 (ESOL) 日期后继
续服役，从而延长商店设备的生命周期。与在 ESOL 日期
后报废不同，这种方法可以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量身定
制硬件维护决策（如更新和更换部件），从而显著降低总
体拥有成本 (TCO)。通过使用分析和实时性能监控工具，
IBM 专家可以建议哪些设备仍由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维护，哪些设备应当更换，以及哪些设备该转移到第三方
维护 (TPM) 提供商。该方法更为灵活地处理使用寿命终
结的设备，帮助解决与数字商店转型相关的资本支出
(CAPEX)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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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IBM？
IBM 技术支持服务为您的多厂商环境提供整合的技术支持，
可以比传统支持成本节省 30%。1 IBM 的协作式方法通
过提供广泛的选项，支持所有 IT 需求，使您能够灵活
定制自己企业的支持流程。此外，IBM 具备无人能及的
强大的全球基础架构，可以提供各种备件库存、技能、
出色的技术支持和行业领先的供应商联盟；您可以获得：
• IBM 分布在全球、覆盖超过 30,000 种产品和服务的
585 个备件库存点。2
• 130 万 IBM 和非 IBM 的库存零部件，为 99% 的美国客
户提供 4 小时送达服务。2
• 大约 19,000 名值得信任、经验丰富的 IBM 技术专家，
支持 30,000 多种 OEM 产品，每个人平均有 14 年的
经验，拥有 200 多种行业证书，可以满足您的各种
需求。2
• 在全球 180 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分支机构，支持约
127 种语言。2
• 值得信赖的行业领导者，用前瞻性的方法和丰富的经验
来支持业务系统。
• 与领先供应商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和行业联盟，为您迈向
未来的数字商店提供支持。
• 广泛的产品服务组合，包含了软件、网络和硬件。
• IBM 对于多个制造商的广泛硬件具备深厚的经验，
在零售运营支持方面也开展了数十年的工作，这帮助
IBM 零售技术支持服务成为技术支持的领先者。
• IBM 凭借自身的强大能力，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灵活的融资选项。
如欲了解 IBM 零售技术支持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访问：
ibm.com/us-en/marketplace/retai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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