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潜在机会
挖掘数据的全部潜力

数据无处不在，而且蕴含着巨大可能性。

但组织只使用数据的一小部分来创造业务

价值。Dell Technologies 可帮助您发现、

策管和激活您的数据，让您找到未来适合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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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频谱
在阳光照耀下，我们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但是，太阳

发出的不只是可见光。它还会发出“隐藏”的电磁波，其中

蕴含着有可能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能量。微波可以加热我

们的食物；X 光可以照出骨骼和器官；无线电波可以传播声

音；紫外线可以杀死我们饮用水中的细菌。 

就像来自太阳的能量那样，数据源源不断注入您的组织中，但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指导决策。多数组织使用传统数据库中

的结构化数据来跟踪销售和库存、管理供应链，维护关于客

户、产品、财务等方面的信息。但许多组织都止步于此。

与此同时，随着数据量急剧增加，有用数据的“频谱”也随

之扩大。除了结构化数据，许多组织还从商店、工厂、银

行、医院和高速公路等位置的边缘设备捕获非结构化和半结

构化数据 — 例如视频和通信内容。遗憾的是，许多此类数

据都保持在隐形和未被使用的状态。 

拓宽您可以看到和使用的数据的频谱将使您可以利用其潜在

价值，这样您的数据就能够为您做更多事情，而且您可以利

用数据做更多事。 

太阳辐射出的 
不仅仅是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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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能性 
扩展的数据频谱推动非凡的数据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

代，许多决策将由使用数据训练过的智能机器作出。这些决

策的质量，将取决于进入机器的数据的质量。 

虽然大多数组织都认为数据越来越重要，但他们也承认，他

们需要更好地管理数据。根据 ESG 最近的一项调查，58% 
的客户使用数据来验证全部或多数业务决策，但 80% 的人

承认他们并不完全信赖他们的数据以及数据分析功能。ESG 
还发现，多达 89% 的组织将数据管理和分析视为业务和 IT 
十大优先事项之一，指出“决策与可信赖性密切相关”1。  

Dell Technologies 将 2020 年代视为全面利用数据和分析的

十年，称之为“数据十年”。在这个新时代，遍地都是机

会，但唯有慧眼识珠者可以把握。  有效利用丰富的数据的

组织可以增强客户体验，以吸引并留住忠诚客户。例如，金

融服务机构可以实时识别和挫败欺诈行为。产品开发团队可

以更快速、更精准地开发出客户想要的产品。医疗提供商可

以通过更加个性化的用药改善患者治疗效果。企业可以精简

供应链，从而消除额外的成本和摩擦。应用场景几乎是无穷

无尽的。

未来十年的竞争优势取决于您能够利用多少恰当的数据，以

及您能够多快速、多准确地利用它来发现潜在机会。成功地

度过数据十年，部署适当的工具和流程来发现、策管和激活

数据，将使您能够重塑客户体验、产品、业务模型、行业乃

至整个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凡的数
据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
的时代，许多决策将由智
能机器作出。这些决策的
质量，将取决于进入机器
的数据的质量。

1  ESG，“数据管理现状 — 关键调查结果演示”，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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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种客户体验的故事
为展示发现潜在机会的实际工作原理，我们来看一下发生典

型问题之后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客户体验。假设您负责一

家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您的乘客在登机口等候转机。登机

前几分钟，登机门服务员宣布航班取消。一群疲倦的旅客涌

向最近的客户服务台。 

因为不想排队，一位旅客掏出她的手机，查找客户服务电话

号码，拨打电话，经历一系列电话转接，然后进入通话等候

序列，等待与一名接线员交谈。终于轮到这位乘客通话了，

但她感到很败兴。因为最合适的航班已经售罄，票券已全部

发放，您的这位乘客只能搭乘一趟时间很不方便的航班。在

等待新航班期间，她会产生额外的住宿、膳食和交通这样一

些计划外开支。此外，在忙乱之中，这位乘客的包弄丢了。

由于您不掌控行李系统，所以您的服务人员不确定这个包在

哪里，也不知道它何时能够物归原主。 

当天晚上住进酒店后，这位乘客使用社交媒体吐槽发生的这

些事情。第二天，您的自动化系统发出一个标准、言辞恳切

的邀请，请她完成一份关于她的飞行体验的问卷调查。您的

航空公司对她刚经历的这些遭遇似乎全然不知，这让她恼怒

不已，对这份问卷调查不予理睬并发誓再也不乘坐你们的飞

机了。

遗憾的是，这种情景真的太常见了，而且不仅限于航空业。

汽车公司需要处理安全问题导致的汽车召回。银行需要处理

延迟问题和欺诈交易。制造商承受着生产延迟和质量控制缺

口难题。每个行业都存在大量摩擦点，它们会让客户感到沮

丧，并扰乱业务流程。幸运的是，还有更好的方法。

发现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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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在机场上发生的那一幕 — 就在航班取消之前。

这一次，航空公司为该乘客提供了一个应用程序，其中嵌入

了一个智能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连接着航班运营系统，

所以在航班取消时它就能够向您的乘客发出提醒，并立即提

供几个改签选项。然后，聊天机器人将访问酒店礼宾系统，

向该乘客提供酒店和餐饮电子票券。 

她丢的包怎么办？聊天机器人连接着第三方机场行李处理系

统，可以告诉您的乘客她在何时何地能够拿回自己的包。聊

天机器人还会针对您的客户的相关社交媒体活动执行情感分

析。后续，它会提供适当的优惠选项或奖励，作为对这次不

愉快经历的补偿。这些举动让她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并提

高了她的忠诚度 — 不需要进行问卷调查。此外，在整个过

程中，该乘客不需要与真人客户服务代理交互，从而能够腾

出员工时间去从事更高价值的活动。

可以使用更多数据将这一场景回退到更远的时间，为该客户

创造一种顺畅无碍的体验。如果航班运营团队已使用他们的

数据训练并运行一个可预测部件故障的人工智能 (AI) 飞机

维护应用程序，这一场景本来会大不相同。 

该应用程序本应检测出潜在问题，并自动将部件和人员派发

到最佳维护地点以进行预防性维护。结果就是完全不必取消

这次航班，而该乘客也将按计划到达她的目的地。 

如今的客户都期望一切按照承诺的那样正常进行。在每个行

业中，都有大量机会将智能引入到运营中。这一智能可为您

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让您的企业做到与众不同，从而留

住客户。但多数组织远不具备这一能力，而且通向这一目标

的道路上充满着不确定性。

正因如此，Dell Technologies 在努力帮助您发现、策管和激

活您的数据，让您找到未来适合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跨您

的整个数据产业帮助您识别和同步相关来源的可信赖数据。

我们可以帮助您采用现代基础架构，它覆盖并连接着具有适

当安全保护和监管机制的混合云，从而使数据在整个组织中

畅通无阻。我们可以帮助您从这些数据中提取情报，以生成

见解并将流程和服务自动化。 

当您能够管理和利用全部数据时，就能够改善内部运营以及

供应商和客户满意度，从而充分发挥您的数据的全部潜力。 

零售：发现新商店的理想地点。预测罕见事件

的影响，并将备货响应自动化以将这些事件带

来的变化考虑在内。

医疗：使用人口数据来实现更快速、更准确的诊

断。创建一致、持久的患者记录，以加快诊断和

保持治疗的连续性。自动化和加快药物试验。 

制造：通过主动式自动化维修实现预测性维

护。优化供应链。

更多使用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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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跨您的整个数据产业找到并细化数据

实现数据驱动型未来的第一步，是在您的整个数据产业中找

到并细化数据。遗憾的是，许多组织在这第一步上裹足不

前。当前的多数数据战略是针对这样一个世界而优化的：捕

获结构化数据，将其聚合到数据库和数据湖中，进行批处

理，然后存储起来以满足业务连续性和合规性要求。但这种

整洁有序的处理方案未能体现数据的新现实。 

数据正在呈指数级增长，并且越来越分散化。随着数据产业

的扩展，许多组织都在竭尽全力定位大量涌入企业的数据 
— 这些数据来自本地、异地混合云以及边缘环境，往往会

进入多个系统，或者根本未被捕获。 

此外，不能整齐地放置在行和列中的数据，例如通过聊天机

器人和语音助手进行的交互，可能会被捕获，但可能仅仅是

因为没有人寻找它而未得到利用。找到数据后，用户需要确

保数据是值得信赖而且透明的，然后才能将其用于定义决策

框架，并实现具有深远后续影响的操作的自动化。

例如，训练有素的数据架构师、工程师、科学家和翻译人员

团队需要构建数据管道和分析模型，以帮助业务用户提取价

值。这些专家是紧缺人才，而且要求高薪水。然而多数专家

报告说，在尝试采用数据时他们会遇到难题；据估算，解决

这些难题会占用他们 70% 的时间。 

这些难题包括数据透明性问题，例如不知道哪些数据可用，

或者没有明确的数据访问流程。此外还包括可信赖性问题，

例如，不知道数据来自何处或者它是否被修改或损坏过。

数据集中存在的不一致性和重复意味着团队必须花更多时

间来细化数据并使之可供使用，然后他们才可以开始构建 
AI 模型。

在这种环境下，实现真正的数据驱动型创新可能耗资巨大、

困难重重而且非常耗时。数据科学仍然常常被视为一项高深

莫测的活动，必须预留给那些具有高预算额而且影响力足以

改变公司的高规格项目。这一观点严重限制了可能助力创造

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多个项目的快速迭代和增量改进可能性。 

使数据可访问和可使用是实现见解引导型创新的第一步。为

此，Dell Technologies 提供了可帮助您跨整个数据产业识别

和分类数据源的功能和专业知识。以下是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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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整合数据
Dell EMC DataIQ 让您能够在异构存储系统和云之间识别、

分类和移动非结构化文件和对象数据。通过提供快速搜索功

能以及一个涵盖 Dell EMC PowerScale、Dell EMC ECS 和
第三方以及云存储的统一文件系统视图，DataIQ 使您能够

通过单个控制面板直观显示所有非结构化数据，有效打破被

束缚数据的孤岛，同时提供可按需移动数据的自助式功能。

对于结构化数据类型，Boomi Data Catalog and Preparation 
将操作数据统一起来，以实现整个组织范围的数据就绪性。

借助自动化和 AI，自助式数据发现工具使您能够更快作出

尽可能好的决策。监管功能可提高安全性、合规性和运营效

率，使每个人的工作都更轻松、更高效。

打破数据孤岛
Boomi Integrate 将本地和云应用程序与各种数据源和设备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大幅提高生产力的连接构造。拖放式

用户界面、数据映射工具和全面的连接器库，结合对各种集

成模式的支持，让您能够以非凡的速度构建任何集成。运营

智能、可重复使用的业务逻辑以及数据流建议简化您的集成

过程和错误解决工作。模板、流程库和自定义脚本兼顾您的

生产力和控制能力，可帮助您的组织在任何互联业务应用场

景中取得成功。

随着数据产业的扩展，许
多组织都在竭尽全力定位
大量涌入企业的数据 — 这
些数据来自本地、异地混
合云以及边缘环境，而且
往往会进入多个各自为政
的系统。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torage/dataiq.htm#scroll=off
https://boomi.com/platform/data-catalog-and-preparation/
https://boomi.com/platform/integration/#/d0d1e7/home


您需要在数据的驻留位置，跨本地、异地混合云和边缘
环境存储、保护、准备和监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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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管

存储、保护、准备和监管驻留在任何
位置的数据

在您找到并细化您整个企业中的相关数据后，您需要跨本

地、异地混合云和边缘环境存储、保护、准备和监管此数据 
— 不管它驻留在什么位置。 

对于尚未升级到现代数据中心体系结构的组织而言，高效、

得力地做到这一点尤为困难。旧式基础架构往往是异构的而

且欠灵活，会随着数据集和用户需求的增长而阻碍大规模的

高效率。 

IT 组织将宝贵的时间用在保持正常运营上，而数据科学家

和分析师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月时间让 IT 来调配用于创新的

资源 — 即使对于高规格的项目也是如此。数据保护、监

管、主权和合规性也会因为多个互不相连的异构基础架构孤

岛而变得复杂化。

相比之下，现代、灵活的 IT 基础可帮助为适当的人在适当

的时间将适当的数据放置在适当的位置。此 IT 基础应该：

• 不断改进，可轻松响应功能、技术、业务需求和数据交互
等方面的变化 

• 创建共享数据平台，从而提供可供多个用户和应用程序访
问的单个可信来源

• 支持快速即需型报告、高级数据分析和数据驱动型应用
程序

• 利用出色的工具和软件，使多个用户和应用程序能够以亚

秒级的响应时间访问数据

通过创建一个能够为用户提供自助式资源的自动化、集成式

环境，IT 成为了创新合作伙伴和成功催化剂。

Dell Technologies 提供您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存储、保

护、准备和监管数据所需的灵活的消费模型、基础架构和软

件。我们可帮助您实现一种覆盖整个数据产业的云式运营模

式，以便用户可以更快地利用适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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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消费模型
创新的消费模型可以帮助您释放时间和资源，以抓住新机

会。Dell Technologies 提供阵容不断扩大的一系列消费型和

服务式解决方案，旨在让您在消费和管理技术方面拥有更多

的选择自由、灵活性和可预测性，从而帮助您削减成本、提

高敏捷性和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

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借助 Dell Technologies Cloud with VMware®，做好随时扩展

的准备。它跨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简化运营，使您能够

获得更大的灵活性、控制能力和一致性，从而满足您组织的

需求。

随着应用程序和数据流变得更加复杂，性能、吞吐量和易管

理性变得至关重要。 

• Dell EMC PowerEdge 服务器为众多类型的工作负载提供
极高的性能，其云运营模式覆盖本地、异地和边缘环境。 

• Dell EMC PowerSwitch 是可支持这些复杂数据流的容
量、速度和距离需求的构造。

• Dell EMC PowerMax 和 PowerStore 提供您充分挖掘数据
价值和跨多云环境加速关键工作负载所需的存储可扩展
性、智能和云集成。 

• Dell EMC PowerScale 可凭借能够在任何规模上高效地整
合一系列文件和对象存储工作负载的灵活的存储，帮助您
管理非结构化数据的增长。

• Dell EMC Streaming Data Platform 可将所有数据（无论
来源或类型）摄取到一个引擎中并将其转换为统一的流，
以实现轻松的实施、管理、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应用程序
开发。

• Dell EMC VxRail 超融合基础架构是支持混合云、可横向
扩展而且软件定义的，可帮助您轻松敏捷地运行复杂工作
负载、根据需要进行扩展和更高效地运营。

• 戴尔科技云平台多云存储在您选择的公有云中为您提供企
业级的数据安全性、性能、容量、复制功能和可用性这样
一些优势。它还允许您根据数据弹性和控制要求在不同环
境之间进行切换。

保护和监管驻留在任何位置的数据
Dell EMC PowerProtect Data Manager 可跨您不断发展变

化的物理、虚拟和云环境提供软件定义的数据保护和监管功

能。它可帮助实现更快的 IT 转型，同时让您能够轻松保护

数据，迅速让数据实现价值。

Boomi Integrate 支持云平台、软件即服务 (SaaS) 应用程序

以及本地系统之间的应用程序集成流程。它使您的团队能够

在线访问一系列强大的集成和数据管理功能。

Dell Technologies 可帮助
将 IT 变成一种成功催化
剂，让您可以集中时间
和资源进行可不断推动
创造业务价值的创新，
形成良性循环。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loud/dell-technologies-cloud.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ervers/index.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networking/data-center-switches/index.htm#accordion0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torage/powermax.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torage/powerstore-storage-appliance.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torage/powerscale.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torage/streaming-data-platform.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onverged-infrastructure/vxrail/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loud/cloud-services/storage/cloud-storage-services.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data-protection/powerprotect-data-manager.htm#scroll=off
https://boomi.com/platform/integration/#/d0d1e7/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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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实现数据驱动的见解以推动创造更好
的成果

一旦在整个安全、集成而且易于管理的数据产业中可以轻松

地发现数据并准备好供消费，您就可以激活数据，以实现实

时见解挖掘和自动化响应。在营销、财务、运营、销售、供

应链、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每天都能在每一个流程中帮

助作出更好的决策，这将是一个具有转型意义的大好机会。

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一系列难题。

例如，您的市场营销团队可能希望使用分析和 AI 来优化客

户接洽，其成果包括最大限度扩大市场覆盖、改进目标客户

定位和将接触点个性化，等等。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算法并在流程和应用程序中激活它们。将

此类转变扩大到整个组织范围会使哪怕是最先进的数据驱动

型团队，包括他们的 IT 同事，感到力不从心。 

为了跨整个企业充分释放数据驱动的机会，数据科学家和数

据分析团队需要能够自由地探索新的应用场景和拓展现有的

应用场景，而无需顾虑底层 IT 基础架构。为这些专家团队

提供一个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添加数据”的起步点，将为

跨整个企业共享知识和重复使用模型以更快速、更高效地发

现新机会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许多组织缺少设计、部署和管理这些类型的解决

方案所需的内部技能和资源。Dell Technologies 可凭借现代

软件和分析解决方案（从工作站到超级计算机），在任何规

模上帮助您加速数字化转型，这样您的团队就可以专注于创

造实实在在的价值。

简化 AI 和数据分析的采用
使用专门针对 AI、数据分析和高性能计算 (HPC) 而设计、

测试和验证的解决方案，组织可以节省时间和工作量。  
Dell EMC AI、数据分析和 HPC 就绪型解决方案将强大而

且可扩展的计算、网络和存储结合起来，以帮助您简化复

杂性、抓住更多机会，和在任何规模上实现成功。这些解

决方案跨私有云、公有云以及边缘环境加快创新。与 Dell 
Technologies 具有开创精神的技术合作伙伴共同构想、设计

和创建的这些解决方案为实现快速部署、敏捷性和卓越价值

铺平道路。

https://delltechnologies.com/readyforai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data-analytic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high-performance-computi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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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I 和分析加快云原生应用程序开发
利用 VMware Tanzu 提供的一系列用于在任何云中构建、运

行和管理现代应用程序并持续提供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扩充内

部应用程序开发资源。该产品和服务组合简化了混合云运

营，同时让开发人员能够轻松访问适当的资源，从而提高行

动速度。而且，如果您需要让某人与您一起开发敏捷的功能

和流程，VMware Pivotal 实验室团队可随时为您效力。他

们可以帮助您加快软件交付和将旧式应用程序现代化，同时

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 

在适当的位置以适当的规模驱动 I/O 密集型和计
算密集型工作负载
从 AI、分析和 HPC 工作负载的概念验证到大规模生产阶段，

Dell Technologies 产品组合提供您激活数据所需的性能和容

量。由戴尔 Precision 工作站提供助力的 AI 技术以让每一家

组织都能利用高级技术的配置加快数据驱动的创新。对于需

要针对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进行优化的服务器的大型项目，

Dell EMC PowerEdge 服务器可凭借高度可扩展的体系结构

而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应用程更大限度提高计算性能。当您

激活边缘位置的数据时，Dell Technologies 边缘解决方案可

在数据创建位置帮助实现更快速、更准确的决策 — 即使是

在偏僻恶劣的环境中。 

Dell Technologies 可帮助您发现
潜在机会
在整个企业中发现潜在机会，是一个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努力

实现的目标。 

多年来，Dell Technologies 一直都在利用我们在数据管理方

面的经验，借助数据帮助我们的客户。我们有超过 35 个数

据科学团队，他们通常会推动超过 450 个 AI 项目，有大约 
1800 名团队成员致力于从数据中提取见解。 

从发现到获取再到顺利使用，这些见解可帮助我们提供更

好的客户体验。例如，我们使用遥测数据来监视我们网站

上的响应时间并主动更改流程，以便客户可以快速、轻松

地浏览我们的产品/服务以及关于新兴技术和应用场景的信

息。基于客户反馈和机器学习的订单处理系统实现了订单

处理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让客户可以更快获得产品。我们

的 SupportAssist 功能提供前瞻性和预测式支持体验，而这

是基于对来自数以百万计的互联设备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实现

的。类似地，我们公司内部通过使用数据将员工支持事件减

少将近三分之一。 

在营销、财务、运营、销
售、供应链、服务、人力资
源等方面，每天都能在每一
个流程中帮助作出更好的决
策，这将是一个具有转型意
义的大好机会。

发现潜在机会

https://tanzu.vmware.com/
https://tanzu.vmware.com/labs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ai-technologie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ervers/index.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internet-of-things/index.htm#scrol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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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我们依靠数据改善客户体验和我们自己的内部流程

的几个例子。我们使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解决方案来帮助您

发现您数据中的价值 — 包括如何发现、存储、保护和分析

数据。 

针对从数据到见解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采用一种整体化的

方案，以使您能够大幅提高摄取、准备和分析的数据的数

量、类型和质量。而且我们跨本地、异地混合云和边缘环境

以一致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资源 
• 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客户解决方案中心这些值得信赖
的环境；在这里，出色的 IT 专家将与您分享最佳实践，
组织关于有效业务战略的深入讨论，并帮助您变得更加成
功、更具竞争力。 

• 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AI 解决方案大胆创新。

• 借助推动您进入数字未来的功能发现您的优势。

• 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Education Services 通过自控进度
的在线实验室和讲师引导的研讨会而提供的数据科学和高
级分析领域的课程和认证。 

• Dell Technologies ProDeploy 专家凭借一个全球专职专家
团队而领导新技术部署项目。 

• Dell Technologies ProSupport 全天候提供全面的硬件和
协作式软件支持，以帮助实现卓越的系统性能并更大程度
减少停机时间。

在您的整个企业中发现潜在机会的这一愿景并非一个抽
象概念。它是一个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努力实现的目标。

您的数据可帮助您，而我们
可以帮助您利用您的数据。

发现：跨您的整个数据产业找到并细

化数据。 

我们的全球咨询专家和合作伙伴社区随时准备

挽起袖子来帮助您：

策管：存储、保护、准备和监管驻留

在任何位置的数据。

激活：实现数据驱动的见解以推动创

造更好的成果。

有关详情，请访问： DellTechnologies.com/Data

http://delltechnologies.com/csc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edge-computing/index.htm
https://education.dellemc.com/content/emc/zh-cn/home.html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high-performance-computing/service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ervices/support-services/prosupport-enterprise-suite.htm#accordion0
http://delltechnologies.com/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