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航空公司
通过云计算实现客户体验转型
为了更好地响应客户需求，美国航空公司需要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开发方法，
帮助在整个企业中更快地交付数字自助服务工具和客户价值。IBM 帮助该航
空公司将一些关键应用迁移到 IBM Cloud，同时使用新方法快速创建创新应
用，并改善客户体验。

业务挑战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客户体验是一个关键的竞争优势，而且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渠道。美国航空公司如何满足客户对于
即时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转型
与 IBM 合作，将一些面向客户的重要传统应用迁移到 IBM Cloud 上的 VMware HCX，与此同时，将它们转变成为
云原生微服务架构，这些操作让这家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能够更快地进行创新，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成果
节约成本

提高

加速

通过迁移至 IBM Cloud
避免现有升级成本

运营可靠性和生产力，缩短
最终客户响应时间

开发和发布新应用

业务挑战案例
进入数字天空
在竞争激烈的航空业，客户体验是一个主要的差异化优势，并且数字渠道也越来越重要。
美国航空公司希望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数字服务，并且认为有机会消除现有传统架构、平台、组织、开发和运营方法的
限制。面向客户的应用基于整体式代码，在孤岛中复制和管理。每个变更都需要在多达三个地方进行相同的工作，而
每个地方又由不同的团队管理。
为了更好、更快地满足客户需求，美国航空公司需要转变工作方式，利用新技术的威力。他们需要更新技术堆栈，进
一步提高敏捷性，并在利用开放灵活的云平台的同时，引入 DevOps 概念。

“IBM 在帮助我们转变工作方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自己
”

都惊讶于能够如此快速地将应用交到客户手中。
— Jason Hobbs，美国航空公司应用开发高级经理

转型故事
迁移、转型、运营
迁移：IBM 的综合性提案采用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解决方案，通过将本地服务器无缝迁移至 IBM Cloud 的
基础架构即服务，解决了美国航空公司当前和长期的运营问题。
转型：IBM 还提出，以 IBM Garage 方法为基础，加速美国航空公司的应用开发、组织和技能转型。IBM 与美国航
空公司在 IBM 公共云平台即服务上的 Cloud Foundry 中联合开发了新的云原生应用，所以旧组件将被淘汰。
运营：该解决方案将运营团队引入开发团队中，并利用 IBM 的云解决方案运营中心提供 24 小时的应用支持和管理服
务，IBM 团队同时在美国航空公司办公地点和 IBM 的离岸办公地点开展工作。
加速开发：转向微服务
在关于整体转型合同的协商过程中，美国航空公司请求 IBM 帮助解决一项紧急需求，这也可以证明 IBM 提出的工作
方式的有效性。该航空公司希望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自助服务能力，以应对因重大天气事件而被迫重新订票的情况。
虽然美国航空公司的算法通常会重新为乘客预订下一个最佳航班，但如果乘客想了解其他选择，就必须打电话给订票
服务台或寻求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美国航空公司希望客户能够看到其他可能性，并通过网站、移动应用或自助服务
终端更新他们的航班选择。
随着夏季客流旺季的到来，该公司总裁提出，要在短短几个月内
交付面向客户的全新动态重新订票应用，而传统的方法无法解决这一挑战，并且至少要花费两倍的时间。
美国航空公司向 IBM 寻求帮助，IBM 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接受了这项挑战。IBM 转型方案的核心是 IBM Garage
方法，这是一种涵盖技术、人员、流程和组织的整体方法。作为动态重新订票项目的第一步，IBM 和美国航空公司的
开发人员进行了会面，并迅速构建了 200 多个用户案例来指导新应用的开发。
接下来，团队确定了他们的第一个 MVP（最小可行产品 — 满足业务需求的最简单应用）并开始编写代码。微服务、
结对编程和测试驱动开发的使用造就了一种高度并行的方法，从而加速了新的云原生代码的创建。微服务允许将每个
业务功能分解为简单、可重用的功能，任何连接平台都可以根据需要组合和调用这些功能。
仅仅四个半月后，这款动态重新订票应用就在 8 个机场投入使用，并稳步推广到更多机场，后台的测试、开发和更新
工作同步进行。
美国航空公司应用开发高级经理 Jason Hobbs 表示：“IBM 在帮助我们转变工作方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自
己都惊讶于能够如此快速地将应用交到客户手中。”

“从流程、文化和培训的角度来看，IBM 始终积极参与每一步的工作，
”

帮助我们持续满足客户期望。

— Maya Leibman，美国航空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丰硕成果
快速、高效、便捷
美国航空公司迅速推出了动态重新订票应用，用时不
到预期时间的一半，现在他们可以轻松根据客户反馈
进行改进。当飓风“厄玛”来袭时，在 IBM Cloud
Foundry 平台上托管的应用显示出了更多优势。该公
司一夜之间决定将该应用部署到美国所有机场。
美国航空公司客户技术总监 Patrick Morin 评论道：
“我们对 IBM Cloud 的期望之一是，这款应用在全球
范围内的超大规模应用应该减轻对基础架构的担忧。

飓风袭来时，我们对其进行了测试，结果证明我们的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该应用完美无缺，自此以后，我们将其推
广到了 300 多个机场，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美国航空公司通过这款新应用收到了大量的客户反馈，这款应用可以在旅行计划中断时为客户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控制
能力。客户总是会选择航空公司给出的第一条建议：美国航空公司的基本算法得到了清晰的验证。
美国航空公司客户服务恢复总经理 Julie Rath 评论道：“动态重新订票工具为每个客户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引导他们
完成重新订票流程，办理补票事宜，提供登机牌，并发送行李托运路线变更消息。我们通过将控制权交还给客户，成
功营造了更积极的客户体验。”
深度转型
在开发动态重新订票应用的同时，IBM 和美国航空公司也在合作将 aa.com、客户移动应用和自动服务终端应用迁移到
IBM Cloud 基础架构即服务，使用 VMware HCX on IBM Cloud 自动执行数百个 VMware 虚拟机的迁移。 实际时
间比原先的计划时间缩短了 6 个月，使美国航空公司避免更新现有硬件所需的一笔资本支出。迁移到 IBM Cloud 还显
著提高了服务器性能和可靠性，并缩短了最终用户响应时间。
IBM 通过针对多云环境的单一支持模型，承担了为迁移和转型后环境提供运营管理服务的责任。
随着面向客户的应用在 IBM Cloud 的开放平台上运行，以及云原生开发方法的采用，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实现快速创
新以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的关键目标。该航空公司还可以在 IBM Cloud 上插入其他预构建服务，例如，Web 负载平衡、
天气预报和机器学习。以前专门用于维护的编码时间现在可以用于满足新需求，帮助美国航空公司不断创新，满足客
户需求，超越竞争对手。除了技术之外，美国航空公司还与业务和技术组织紧密合作，快速开展共创活动来满足客户
的需求。
美国航空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Maya Leibman 总结道：“从流程、文化和培训的角度来看，IBM 始
终积极参与每一步的工作，帮助我们持续满足客户期望。”

关于美国航空公司
2013 年 12 月 9 日，美国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集团完成合并，自此美国航空集团公司成立。该公司拥有超过 12 万名员工，
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上市，股票代码为 AAL。2015 年，该公司的股票加入了标准
普尔 500 指数。
美国航空公司和美鹰航空公司平均每天提供近 6700 架次航班，飞往 5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近 350 个目的地。美国航空在夏
洛特、芝加哥、达拉斯/沃思堡、洛杉矶、迈阿密、纽约、费城、菲尼克斯和华盛顿特区设有航空枢纽。美国航空是寰宇一
家 (oneworld®) 联盟的创始成员，该组织的成员服务于全球 1,000 多个目的地，每天飞往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航班超过
14,250 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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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 - IBM CLD for VMWare (Cloud BU)
IBM Cloud 虚拟服务器
IBM Cloud 基础架构
IBM Garage
Watson 和云平台

后续行动
要安排免费参观 IBM Garage，请点击此处。
要了解有关 IBM Cloud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cloud/
浏览更多客户案例或了解有关 IBM Cloud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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