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ervices

在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帮助
下简化 IT 支持
为多品牌 IT 环境提供单一来源的专家级支
持服务，帮助降低复杂性、减少成本以及
确保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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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技术支持服务

01 引言 — IT 支持环境
随着企业不断采用各种新技术，技术支持
和维护工作也呈指数级增长 — 需要由数
十家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和第三方维
护服务提供商为硬件和软件产品提供维护
服务。如此众多的供应商挤在数据中心的
小天地里，管理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而数
据中心哪怕宕机短短几分钟，也可能会对
供应链、生产力、财务收入和品牌忠诚度
造成严重影响。例如，Ponemon Institute
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数据中心停运的平
均损失为 740,357 美元 — 自 2010 年以
来增加了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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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中心发生计划外运行中断，
该向谁寻求帮助？
立即联系 IBM —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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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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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技术支持服务

02 IT 环境挑战
目前，企业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技术支
持环境挑战。在当今混合云及异构 IT
环境中支持长期业务方向及业务需求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持续变化已成新常态。
技术支持必须与时俱进，跟上这些需求
的步伐。要让 IT 环境及其支持的面向
客户的资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实施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的支持战略就显得至关
重要。

IT 环境复杂

内部资源匮乏

鉴于基础架构包含多品牌的硬件和软
件， IT 支持工作需要多家供应商参与
和管理。

削减人手势必会降低团队能力水平，从而
影响资产管理、代码和固件更新的及时安
装以及 IT 支持供应商问题的有效解决。

预算问题

硬件持续老化

硬件和软件支持被视为“非战略性”的
IT 开支。由于 IT 预算大部分都分配给
了战略计划，势必会给技术支持工作
带来压力，要求重新评估成本与风险。

为了节省资本或将资本用于更具战略意义
的计划，就必须让现有系统超期服役。

持续更新和修补
如果难以确保及时应用最新的更新和
补丁，则系统停运在所难免。工具匮
乏或特定于 OEM 的工具相互冲突，
可能进一步加剧解决问题的复杂度。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有多少供应商为您的
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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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IBM 可以提供帮助
亟需对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存储系统、网络、
安全设备和软件采用整合式支持服务模式，
以便简化企业和数据中心内多品牌 IT 环境的
支持工作。
IBM 提供的技术支持能力不断得到完善和加
强，这包括使用各种领先的支持管理技术，
例如 IBM Watson、增强现实、区块链、客户
洞察门户；此外还运用专有的技术信息数据
库，解决特定的维护与支持问题，例如汇总
事件分析、报告和主动监控。

单击此处，根据需要收听我们的网络研
讨会：“通过前瞻性方法简化数据中心
支持工作，节省时间和成本”

支 持 的 服 务 器：IBM、Cisco、Dell/

EMC、Fujitsu、HPE、Lenovo、Sun/
Oracle

支 持 的 存 储 系 统：IBM、Dell/EMC、
Hitachi、HPE、NetApp、Sun/Oracle
网

络：Cisco、Citrix、Juniper、F5、

For tinet、Palo Alto、Checkpoint、
Riverbed、Brocade

此外，针对第三方软件的支持包括：
— 面向 x86 (Windows) 系统的主动支持
— VMWare 的支持与升级
— 面向开源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支持解决
方案

IBM 的 IT 支持人员为所有制造商生
产的超过 3 万种 IT 设备提供支持。
如在表中未找到您使用的 IT 制造商，
请直接联系我们。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最多可节省

30%
目前的 IT 支持管理开支

第5页

01 引言 — IT 支持环境

03

02 IT 环境挑战

04

03 IBM 可以提供帮助

05

IBM 技术支持服务

03 IBM 可以提供帮助
IBM 行业解决方案

04 开源软件支持

13

05 IBM 的独到之处

15

06 客户心声

19

07 商标和备注

20

IBM 携手多个行业的业务领导和 IT 领导，
共同开发行业领先的前瞻性实践，管理
和维护各种硬件设备和软件。

我们通过广泛的行业关系，将现有的大
量 IT 支持管理合同整合为单一的 IBM 维
护与支持合同，几乎涵盖 IT 环境的所有
方面。

我们的行业解决方案包括：

面 向 金 融 机 构 的 ATM 和 银 行 网 点
服务
借助基于分析的前瞻性技术支持，提高
ATM 和网点服务的可用性

零售业技术支持解决方案

电子制造行业技术支持解决方案

通过单一服务提供商为您商店中的所有设
备、软件和网络提供前瞻性维护和支持，
最大程度减少宕机情况。

借助 IBM 的服务体系和经验为您的
产品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帮助您迅
速拓展新的市场和地区。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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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可以随时随地根据您的需要提供前瞻
性和预防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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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生命周期维护服务采用灵活的融资方
案支持客户的维护服务和 IT 基础架构更
新，并通过主动跟踪特定设备类型的生命
周期，对维护工作加以优化。

业务价值：
— 通过扩大维护服务范围，延长投资周期
和产品使用寿命
— 减少 IT 生态系统中使用的 IT 供应商的
数量
— 降低设备的总体拥有成本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57%

使资本支出节省 57% — 通
过加强 IT 资产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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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天候的硬件与软件整合服务依托 IBM 产品专业知识、全球支持基础架构、遍布世界
各地的数千名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 Watson ™ 认知计算能力，保证您的 IBM 系统以及其他
OEM 系统持续正常运行。
— 由单一服务提供商总览全部维护职责，整合所有供应商、合同以及 SLA，消除维护服务的
盲点
— 确保设备在保修期结束后仍能获得支持，消除技术支持空白点
— 协调和管理保修期内和保修期后的多品牌合同承诺与活动

业务价值：
从供应商管理角度
— 经济高效地管理供应商人员配备承诺
— 加强供应商控制
— 通过单一合同，减少支持互动
从保修服务管理角度
— 提高保修服务水平
— 改善保修服务指标，同时削减保修支出
— 缩短保修问题解决时间，加强保修服务合同管理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43%
减少供应商关系管理所花的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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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IT 库存及相关合同的持续主动管理流程，以期减少整体 IT 开支。提升资产可见性，
降低资产成本，基本消除支持风险，简化财务和资本规划。
回答以下问题：
— 我有哪些设备？
— 分别位于何处？
— 设备是否受到支持，警报状态如何？

业务价值：
— 主动消除支持风险
— 帮助降低 IT 资产拥有成本
— 简化财务计划

变更管理
主动协调计划，应对复杂、常规和紧急变更。
对计划实施控制；减少业务中断，协调涉及多个供应商和平台的变更。

业务价值：
— 协调和规划与变更相关的现场资源
— 实施经济高效的变更
— 推行标准方法和变更规程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37%
客户在硬件支持方面所花的
时间减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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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跟踪和规划系统可用性，加强危机管理，缩短故障修复时间，通过数据智能延长正常运
行时间，降低业务风险。通过高级分析提供预测性支持和基于状况的支持，提前防范事故，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06 客户心声

19

业务价值：

07 商标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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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剖析客户资产和 IT 支持供应商资产的常见可用性问题
— 缩短服务支持窗口期，尤其是对于关键 IT 资产
— 降低系统故障的财务影响

定制报告和发票
通过定制报告和发票，提供与客户定义的 IT 服务相关的灵活报告选项，简化对客户 IT 服务
与业绩之间关系的跟踪。

业务价值：
— 评估、重新定义、整合并分析与客户 IT 环境绩效相关的数据
— 主持召开互动式评审会议，解读绩效数据，提出改进建议
— 将与客户 IT 相关的报告与客户业务报告联系起来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64%
的事故由虚拟工程师自动解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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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异构多品牌 IT 环境中的交付工作和各种关系。 缩短响应时间，加快纠正措施的实施，
从而改进 IT 流程，使 IT 人员能有更多时间去处理其他优先任务。

业务价值：
— 实现 IT 硬件和软件资产维护服务的长期改进
— 借助单一支持和管理服务提供商，消除混乱局面和重复工作

网络和安全支持
帮助实施战略性的支持方案，消除管理多家支持供应商的复杂性，提高网络及安全基础架构
的整体可用性。

业务价值：
— 提供 24/7 式不间断的维护解决方案和端到端反馈，全面掌控网络和网络安全设备状态。
— 通过单一服务提供商提供自动化远程技术支持和现场支持，缓解风险，消除管理多供应商
支持的复杂性。
— 提供前瞻性支持，运用分析算法预测故障并提前采取行动，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 一站式获取主要 OEM 更新，如升级和补丁、防火墙保护及软件发布，有效保护网络的安全。

通过与领先的网络和安
全 OEM（ 包 括 Cisco、
Juniper、F5、Palo Alto、
CheckPoint、Riverbed、
Citrix 及 其 他 OEM） 建 立
合作关系，IBM 能够一站式
提供关键补丁、更新和设备
维护服务，因此无可争议地
成为您整个网络的首选维护
提供商。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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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品牌软件的综合性支持解决方案，不仅可以降低复杂性，还能整合针对任何 IT 基础
架构的支持。
我们具备系统级的技能，涵盖各类产品（如操作系统、硬件、虚拟机管理器和中间件），
能够迅速查明并有效解决复杂的问题。我们提供：
— 24/7 式 不 间 断 的 软 件 产 品 支 持， 广 泛 覆 盖 Cisco、Microsoft、VMware、Docker 和
Nutanix 等多家供应商。
— Red Hat、SUSE 和 Ubuntu 等产品的升级与支持，包括虚拟化、容器、OpenStack、
SAP HANA 以软件定义存储。
— 企业级支持，涵盖百余个社区版本的开源软件。
— 增强的支持，可能包括前瞻性支持服务。

业务价值：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 通过提供单一来源支持，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 支持数百种软件产品，几乎涵盖所有平台
— 加快响应速度，迅速解决问题，NPS 领跑行业
— 支持服务包括诊断以及几乎没有限制的帮助，包括解答与操作、使用、配置、安装、产
品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有关的问题
— 提供广泛、灵活而且可定制的服务选项，重点关注前瞻性和预防性维护：通过分析，防
患于未然
— 我们与领先的软件供应商建立联盟关系，合作打造客户解决方案，旨在最大程度改善客
户的绩效、可用性和选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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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开源软件支持
面向开源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支持解决方案
随着企业逐渐加大开源软件 (OSS) 的采用力度，底层支持结构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众多的
硬件、软件、应用供应商以及开源社区会让这种结构愈发碎片化。经过数十年在 Linux 以及其他
开源技术方面的经验和技能积累，IBM 有能力帮助您简化 OSS 支持。无论您是使用社区版本、商
用产品、独立软件包还是复杂的软件组合，IBM 都能为您的整个开源生态系统提供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

商用 OSS

社区版 OSS

— 针 对主 要 Linux 分 发 版（ 包 括 Red
Hat、SUSE 和 Ubuntu）的升级与支持
服务
— 增强的 CentOS 支持
— 在 IBM Z®、IBM Power® 和 OEM Intel
等方面无人能及的技能
— 超过 18 年的开源支持经验 — IBM 的故
障修复率高达 99%

— 针对大多数 Red Hat 和 SUSE 产品的升
级与支持解决方案
— 软 件定义存储，包括 Red Hat Ceph、
Red Hat Gluster 和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 SAP 应用分发
— 面向 IBM Z 平台的 Docker EE 支持

— 面 向百余个社区版本的开源软件的
企业级支持
— 提 供行业专家以及几乎不受限制的
帮助，能够解答各种各样的操作和
使用问题。
— 提 供专业建议，包括可以优化哪些
OSS 软件包，以及哪些 OSS 软件包
最适合您的特定项目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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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开源软件支持
面向开源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支持解决方案
我们支持百余种最常用的开源软件包，包括：

分析：Jenkins、Elasticsearch (ELK)、Logastash、Apache Maven、Apache Spark、Kibana
数据库：MongoDB、Apache Cassandra、PostgreSQL、Apache CouchDB、MariaDB
应用运行时：OpenJDK、Node.js、PHP

07 商标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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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器：Apache httpServer、Apache Tomcat、Spring、Wordpress、NGINX
安全：OpenLDAP、OpenSSL、389DirectoryServer、OpenVPN
许多其他软件包，包括：CentOS、Kubernetes、Docker、Kubernetes、ActiveMQ、
GitLab、Chef、Puppet

我们的支持服务绝不仅限于“故
障修复”，我们是为整个环境
提供支持方面的专家，能够解
决各类问题，无论问题起源于
某一产品，还是由多个开源软
件包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导致。
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请
随时联系 IBM，我们的专家群
体时刻准备为您答疑解惑！

IBM Cloud 开源支持服务所支持的产品列表：
ibm.com/services/supline/products/OSS.html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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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的独到之处

全球覆盖
IBM 的服务覆盖全球

资深人员
灵活敏捷
IBM 以 协 作 式 方 法 提
供 IT 基础架构支持，
旨在提供最经济、最灵
活的解决方案，专为满
足您的特定业务需求
量身定制。

IBM 拥有

超过 19,000 位

值得信赖的服务人员，为

180 个国家或地区，
支持

127 种语言

超过 30,000 种

OEM 产品提供支持，每种产品
的支持经验平均超过

14 年
通过了

200 余项

行业认证，随时准备满足您的
支持需求。

丰富经验
值得信赖的行业领导者，
采用前瞻性的方法，在支
持各种客户业务系统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

了解有关 IBM 服务与众
不同之处的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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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的独到之处

Augmented Remote Assist

Client Insights Portal

Watson Agent Assist

这款移动应用使现场技术支持人员能够
获得最高水平的专业技术知识，实时协
助完成复杂的诊断或修复工作单击此处
了解更多信息

通过简单易用的仪表板提高 IT 支持管理
的可视性、可用性和效率。

利用 IBM 研究院的 Watson 技术，帮
助支持人员一次性给出正确的答案，
帮助客户加快解决问题。

优点：
— 直观地提供符合情境的指示信息
— 提高首访问题解决率，缩短修复时间，
减少现场维护次数
— 支持 IBM 负责维护的任何产品

优点：
— 协助实施库存跟踪 / 管理
— 支持团队洞悉服务和产品性能
— 消除创建各种静态报告的需求

优点：
— 缩短求助电话的持续时间
— 加快问题解决速度，缩短系统宕机
时间
— 减少现场服务请求
— 缩短宕机时间，降低人员配备要求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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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的独到之处

Watson 预测性分析

区块链

IBM Watson 认知功能和预测性分析有助于
最大程度提高客户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
Watson 可同时处理数百个 TSS 服务人员提
交的问题，然后执行分析，并根据通过匹配
过往修复情况得出的概率分数，对提出的
支持解决方案进行有效性排序。访问构成
Watson 知识库的有关数百个 IT 系统的日志
文件、错误代码、支持文档及其他技术信息。
单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区块链为在整个技术支持系统中开展值得
信任的协作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旨在对
系统进行简化、规范化、自动化和验证，
减少人为干预和错误，改善可视性、可追
溯性、可扩展性和问责制。

优点：
— 将 预先安排的预防性支持转变为数据驱
动的智能行动
— 阻止组件性能退化，延长组件使用寿命

简便性

可用性

优点：
— 实现帐单数据的全球可视性
— 简化 / 自动执行计费流程
— 从 人员驱动的流程转变为系统驱动的
流程
— 安 全透明地提供值得信赖的帐单数据
和运营数据

问责制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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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的独到之处
为您的多品牌 IT 环境提供一站式支持
现状

与 IBM 合作后
IBM 强大的全球基础架构在零部件、技能、
出色的支持和行业领先的供应商联盟方面
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满足您 IT 需
求的明智之选。
— 585 个 零 部 件 仓 库， 覆 盖 全 球 超 过
30,000 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 存有 130 万个 IBM 和非 IBM 零部件
— 4 小时内可将零部件交付到 99% 的美
国客户手中

供货商数

遇到问题后的求助
电话次数

管理的合同数

了解如何开始立即整合至 IBM 技术
支持服务。

供应商数
内部团队规模

IBM

成本

可扩展性

相较于传统支持，
可节省多达 30%
的成本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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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客户心声
Fortis Healthcare Ltd.

新西兰某移动运营商

在 亚 洲，IBM 与 Fortis Healthcare Ltd.
续签了支持合同。这家公司为印度、迪
拜、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提供医疗服务，
它采用 IBM 技术支持服务，通过一项简
化的解决方案，整合了 40 多个医疗机
构中超过 25 种单独管理的 IT 系统。凭
借这种多品牌支持服务解决方案，Fortis
能够满足分散在各地、数量不断增加的
员工队伍的各种需求，同时还降低了支
持成本，并能有效划分 IT 问题的优先级，
确保 16,000 名员工始终将精力集中在患
者身上

通过使用 IBM 技术支持服务，新西兰某
大型移动运营商简化了自己的 IT 流程和
管理，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另外，
IBM 团队还帮助他们改善了供应商管理
流程的灵活性，包括设立 30 天的合同
终止期限。现在，IBM 代表该企业管理
与多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
了效率，促进了成本节省。

单 击 此 处 阅 读 案 例 研 究 或 者 下 载 pdf
文档。

要了解有关 IBM 技术支持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单击此处或联系您的 IBM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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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商标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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