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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eploy Suite
利用专门为您设计的专家部署， 
加速企业技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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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转向创新，达成更好的业务成果
当今的 IT 管理者和企业领导者们面临的 IT 环境可以说纷繁复杂，而且相当耗时。在云、融合数据中

心、物联网和大数据领域不断发展的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推动组织

的转型，您必须平衡资源、管理预算限制和调整优先次序， 

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着眼于积极的时间表。

推动数字技术的快速采用
要充分利用新技术以及开始实现投资回报，您需要开箱即用系统并优化投产 – 无计划外停机风险。这
项工作很艰难，但是有解决方案 – 值得信赖的 Dell EMC 专家和合作伙伴带领完成从基础硬件安装到
规划、配置和复杂集成的部署。

ProDeploy Suite 旨在完善您的业务模式 – 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 IT 员工还是从事其他工作。我们理
解您和您的团队面临的需求，提供正确的帮助来跟上您的技术需求的发展步伐。

在 Dell EMC，我们有着 30 多年的实践构建部署经验，以拥有广博经验的专业精英为后盾，并利用一流的流

程。我们建立的全球规模推动一致部署，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候支持，帮助您达成更大的业务成果。从简单

的硬件安装到最复杂的硬件和软件集成，我们消除了部署转变 IT 和业务所需的新技术时的疑难与风险。

在 

118 个国家/地区中的
部署服务

55,000
名技术服务
专业人士

获得一致的, 

单一来源专业知识

超过 

95%

的客户满意度

部署更快、更好，而 IT 工作量却更少

Dell EMC 处理我们最擅长的工作，您关注业务即可

在前 90 天内，
与自行部署的系统相比，

由 Dell EMC 
专家部署的系统的技术支持呼叫次数减少达 

49%2

部署时间快 

vs11 小时 14 分钟 33 小时 11 分钟

内部管理人员的
操作时间减少达

92%1

vs2 小时 30 分钟 33 小时 11 分钟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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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名技术服务专业人员
• 获得一致的单一来源专业知识

• 超过 95% 的客户满意度

经验丰富的专家 独到的专业意见 客户放心的服务

ProDeploy Plus
• 区域内项目管理单一联络人
• 物理安装和标准现场系统软件配置
• 30 天部署后配置协助
• 用于 Dell EMC 教育服务的培训积分
• 将配置数据移交给 Dell EMC 技术支持

从一开始便充分利用技术

服务器 | 存储 | 数据保护 | 网络

值得信赖的 Dell EMC 专家和合作伙伴带领完成从基础硬

件安装到规划、配置和复杂集成的部署。我们的全套部

署服务和技术教育机会可帮助客户在今天和未来取得业

务成果。

基本部署
• 部署技术专家
• 现场硬件安装
• 包装材料处理

ProDeploy
• 项目管理单一联络人
• 实施规划
• 24x7 全天候现场硬件安装
• 24x7 全天候安装和配置系统软件
• 项目文档与知识传授

• 世界一流的流程，来自积
累 30 多年的经验

• 技术支持呼叫次数减少达 49%2

• 在 124 个国家/地区中的部署服务



ProDeploy Plus
体验市场上最全面的部署服务
我们在项目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专注于快速集成和教育承诺，以帮助您实现真正的 IT 转型。从开始
到结束，ProDeploy Plus 提供所需的技能和等级，帮助在当今复杂的 IT 环境中成功执行要求苛刻的
部署。

我们从站点就绪审查、规划和建议着手。单点联系人负责本地化项目管理，授权设备的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r (TSM)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让您的部署体验进一步升级。部署后配置帮助、测
试和产品定向让您知道自己的系统由最棒的专家完成了部署和集成，轻松安心。灵活的培训积分可加
强您的员工的知识，以产生充分利用新技术所需的技能。

使用 ProDeploy Plus，您可以享受到 ProDeploy 的所有功能，甚至更多：
• 区域内项目管理单一联络人

• 24x7 全天候安装和标准现场系统软件配置

• 30 天部署后配置协助

• 用于 Dell EMC 教育服务的培训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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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eploy
超越基本服务 - 最大化硬件和软件投资
凭借专家规划和实施快速采用新技术并建设好您的组织以取得成功。ProDeploy 提供针对硬件和系统
软件的完整服务安装和配置，这些工作由认证部署工程师执行。为了准备好部署，我们展开站点准备
情况复核及实施规划。系统测试、验证和完整项目文档与知识转移完成此过程。我们专注于让您的系
统保持正常运行，因此您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业务上，并准备好应对未来。

使用 ProDeploy，您可以享受到：
• 项目管理单一联络人

• 实施规划

• 24x7 全天候现场硬件安装

• 24x7 全天候安装和配置系统软件

• 项目文档与知识传授

部署时间快 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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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部署
享受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提供的一致的硬件安装服务
值得信赖的 Dell EMC 从一开始就正确快速地安装硬件，同时腾出员工的时间。基本部署提供专业无
忧的服务器、存储数据保护和网络系统安装，这些安装由了解 Dell EMC 产品的内外部结构的经验丰
富的技术人员完成。让 Dell EMC 或我们合作伙伴的部署专家为您完成繁重工作，您不但能够节省时
间，还可以减少维护需求和简化未来的项目 – 无论您是有一个还是多个办事处。

使用基本部署，您可以享受到：
• 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现场硬件安装

• 在现场安全和回收位置进行包装材料处理

部署培训和认证
获得行业认可的部署专业知识
通过培训和认证，IT 专家和合作伙伴可以获得与 Dell EMC 认证工程师相同的存储和网络专业技术。
我们提供在当今竞争剧烈的 IT 环境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迅速获得投资回报、降低风险并让基础
架构流畅运行。从全面的规划到安装和配置，Dell EMC 认证资深专家配置精良，可快速实施和优化
新技术。

Dell EMC 认证资深专家获得：

• 行业认可的部署认证 

• 完成考试后的在线徽章认证

• 增加的知识和技能集

世界一流的流程，来自积累 30 多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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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部署

营业时间

••

ProDeploy
ProDeploy 

Plus

••
•

•

•
••

•
•

部署前

部署

部署后

项目管理单一联络人

站点准备情况审查

实施规划

部署服务时间

现场硬件安装*

包装材料处理

安装并配置系统软件

项目文档与知识传授

部署验证

将配置数据移交给 Dell EMC 技术支持

30 天部署后配置协助

用于 Dell EMC 教育服务的培训积分

•

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r (TSM) 亲自参与处理 ProSupport Plus 特
权设备

区域内

•

•••

全天候 (24x7) 全天候 (24x7)

••
•

•
•

上门

与最好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使用拥有 Dell EMC 服务交付能力认证的合作伙伴
Dell EMC 使我们的最佳合作伙伴能够获得交付或联合交付服务的服务交付能力认证。该能力认证让
合作伙伴能够部署 Dell EMC 硬件和获取专有的 Dell EMC 工具、最佳实践和最新的重要技术更新。选
择拥有能力认证的合作伙伴意味着，您的部署将以最高水平的专业技术、精确性和效率执行。您可以
使用我们的查找合作伙伴工具查找您当地区域拥有服务交付能力认证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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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eploy Suite

“ 我们不是 Dell 技术的专家 — Dell 是 

Dell 技术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 Dell 

ProDeploy Plus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
值。Dell 工程师的知识转移清晰，整个
过程让我们对我们新的 Dell 服务器、网
络和存储解决方案感到安全和放心。”

  Alex López
  技术基础架构总监 
  The Elite Flower

哪种选择适合您？

当您需要帮助解决独特的部署挑战时
ProDeploy Suite 辅以其他部署服务，以加速在 HPC、存储、数据保护、数据迁移、大数据分析、 
网络等领域的采用。

ProDeploy Flex for Data Center

ProDeploy Flex for Data Center 可在您将大量数据中心技术部署至您的环境中时，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和减少停机时间。

• 利用在 ProDeploy Suite 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灵活服务模式。

• 增值型规划和管理功能，同时灵活选择能满足您独特的大规模部署需求的安装和配置功能。

ProDeploy on HPC

允许 Dell EMC HPC 专家部署最佳数据中心环境，实现高性能计算 (HPC) 目标。

• 选择现场安装和配置，或者使用 Dell EMC 的 Factory Integration 进一步简化部署

• HPC 解决方案经过验证和基准测试，以确保最大性能

• 全程提供产品定位，帮助您的 HPC 团队快速上手

* 当选择软件产品时硬件安装不适用



请访问 Dell.com/prodeploy 以获取更多信息，或是联系您的 Dell EMC 销售代表。
1来源：基于“引入新系统，缩短生产准备时间，减少内部管理人员的工作”，即 Dell 在 2017 年 2 月委托 
Principled Technologies 完成一份测试报告。完整的报告可在此处找到：http://facts.pt/YU95pg

2基于 2017 年 12 月一份针对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有关 Dell SCv/PS/PowerVault 存储设备的支持数据的
内部分析。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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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保留所有权利。2017 年 12 月 | ProDeploy Plus 部署一致性数据表 | 第 1 版

体验 Dell EMC 的不同之处
本着客户第一的原则，Dell EMC 拥有独特的优势，提供从边缘到核心再到云的一致部署。Dell EMC 
服务旨在转变您的投资，让您有效掌控组织变化。

无论您是要增加新技术、整合现有技术还是从头开始构建数据中心，您都可以依赖 Dell EMC，从工
厂就开始建立高效部署的文化。确保从一开始就对最复杂的项目进行了有效的规划、配置、整合和检
验，并在将来予以支持。我们将为您照看部署项目，因此您可以关注自己的业务并推动数字技术的快
速采用。

Intelligent Data Mobility  

以更低的成本和最小的环境影响加速价值实现。Intelligent Data Mobility (IDM) 让您能够将注意力放
在业务上，而您的迁移将由 Dell EMC 来管理。

• 减少数据迁移的时间和成本，同时降低数据迁移的复杂性

• 加快新存储实现价值的速度

• 专注于您的业务，让 Dell EMC 专家无缝迁移数据。

• 利用 Dell EMC 经过证实的标准化平台和与厂商无关的方法  

驻留服务  

驻留服务提供技术专家来优化配置、进程和程序，并与 IT 人员分享知识。快速过渡到新功能，同时
可保持数据中心在峰值运行。

• 通过我们技术专家的知识和最佳做法来增加 IT 人员的专业知识

• 加速技术采用并最大化您的基础架构能力

• 优化数据中心的运营和管理

http://Dell.com/prodepl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