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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ell Technologies 全球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我们知

道您希望利用正确的服务、支持和技术将您的产品推向市

场，帮助您的产品具备独特优势并拥有更高的成功潜力。

通过携手合作，我们可以设计合适的功能组合来帮您做到

这一点。

我们在超过 40 个垂直行业和边缘环境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这有利于我们创建独特的自定义版本。我们可以利用安全的

供应链、全球支持和分发渠道。我们卓越的合作伙伴计划使

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更快地交付解决方

案，并推动其增长。

Dell Technologies 全球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与客户合作，将我们的技术与他们的 IP 结合

起来，更快地将创新推向市场，并共同设计已经改变我们

的世界，并继续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解决方案。请看 
Konica Minolta 如何通过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解决方案的

动态数字影像系统，帮助他们更好地治疗肺癌。

在这本精心制作的电子书中，我们让您从独特的视角了解

我们的 OEM 客户如何设计具有创新意义的解决方案。重点

介绍我们在全球的各个关键垂直行业中的独特能力和设计

案例。 

我们相信，如果您与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合作，您的企业

将再上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您将看到 Dell Technologies 可为

您增加比以前更多的价值。

Dell Technologies 全球 OEM 解决方案团队

成员是将客户理念转变为市场就绪型解决

方案的专家。他们在设计、工程和法规认

证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我们的客户

和合作伙伴需要这些技能，才能在许多垂

直行业中的专业化边缘计算环境中发挥技

术优势。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可帮助您

设计制胜解决方案，更快增加您的收入和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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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们的行业经验和独特能力，将您的创意转变
为新一代设计

向我们的行业专家咨询您在设计、生命周期管理以及
全球服务和支持方面的问题，并在计划敲定后，利用 
Dell OEM 计划管理，密切关注每一步进展。

阅读案例分析 了解计划管理

利用开箱即具备的稳定性、延长的使用寿命、可见
性、去品牌资产和工业耐用性以及行业认证的现成 

OEM 定制产品选项，迅速进入市场。

观看视频 阅读手册

只要您有任何创意，我们就能和您一起将其设计出
来，交付给您并继续提供支持。创意最终会成为一个
完全定制的、经过验证且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您愿

意的话，还可以贴上您自己的品牌。

观看视频 阅读手册

一个值得信赖的工程合作伙伴，伴您走过 OEM 之旅
的每一步 — 从设计、开发和部署，到现场工程派驻

服务。

观看视频 阅读手册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在 40 多个垂直行业转变生活
方式和提供解决方案

了解能力 | 观看视频 | 接洽 OEM 服务

规划和管理您的
解决方案

定制您的创新

部署就绪型
设计

与工程团队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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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oem/industrial-automation.htm#ta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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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复杂的挑战需要创新。携手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获得目前卓越、未来无忧的解决
方案。了解更多

加快产品上市，实现突破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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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工业自动化

Konica Minolta 利用 OEM 解决方案产
品部的产品和服务将 Kinosis 推向全球
市场。Kinosis 是一种数字 X 光视频录
制软件系统，采用 AI 技术，可将传统
方法现代化并帮助实现更好的诊断。
了解详情

Doosan 借力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加快了 PreVision 的发布，同时降低了开发成本。PreVision 是一款故障检测
和诊断解决方案，可降低维护和设备更换成本，提高发电安全性并确保运营连续性。了解详情

电信行业

Viavi 与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合作数月，精确调整了硬件配置以严格符合 
TeraVM 的具体要求。TeraVM 是运营商的 5G 核心网络测试的理想工具，
让他们可以引入一种更丰富、更强大的通信环境。了解详情

医疗/工业自动化

利用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的全球工程和供应链管理专业能力，Lunit 加快了 Lunit 
INSIGHT CXR 的上市时间。Lunit INSIGHT CXR 是一个创新的 AI 解决方案，使医生
能够通过 X 光检查及早诊断癌症和呼吸道疾病。了解详情

国防

Tracewell Systems 与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合作，通过让各企业级系统更好地适应
为在边缘环境中提供高性能计算功能而优化的平台，帮助各类组织部署边缘应用
程序。了解详情

安全与安保

Genetec 与 OEM 解决方案产
品部合作以交付 Streamvault。
这是一种全包式安保设备，允
许系统集成商轻松设计和实施
市场上需要的安保解决方案。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oem/computer-vision.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ase-studies-customer-stories/konica-minolta-oem.htm#collapse
https://inside.dell.com/docs/DOC-507706
https://inside.dell.com/docs/DOC-507827
http://delltechnologies.com/OE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oem/healthcare.htm#pdf-overlay=//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collaterals/unauth/customer-profiles-case-studies/solutions/dell-technologies-customer-profile-lunit.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oem/military.htm#pdf-overlay=//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oem-solutions/customer-stories-case-studies/dell-technologies-tracewell-customer-story.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oem-solutions/customer-stories-case-studies/dell-technologies-customer-profile-viavi.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oem/industrial-automation.htm#tab0=0&pdf-overlay=//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customer-stories-case-studies/dell-technologies-customer-profile-doosa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eYQa2zlGE&t=2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Kp8oTxYSg


专为边缘而设计的产品组合

小巧而功能强大的

台式机
从小巧的机架式工作

站到塔式工作站

加固型电信到海事边缘

优化服务器 OT/IT 连接边缘网关

工业化加固级别

OptiPlex 3090 和 
7090 Ultra 模块
化一体机和 7080 
微型机

Precision 3930 
机架式工作站、
3240 小巧型工作
站和 3650 塔式
工作站

P o w e r E d g e 
XR11 和 XR12 Edge 

Gateway 
5200

PowerEdge R640、
R740、XE2420 和 XR2

PowerScale、PowerStore、
PowerVault、PowerProtect、
Unity XT 和 VxRail

OptiPlex XE3 塔
式机和小型机

 Latitude 7220、
Latitude 7000 和 
5000 Rugged 系列

专门构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存储

和数据保护设备
工业化 PC 加固型移动笔记

本电脑/平板电脑



如欲详细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请访问 
Dell Technologies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

Dell Technologies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以开放

的心态与我们积极协作。这种基于信任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调整产品，将产品更快推向客户。  

Matt Tracewell
Tracewell Systems 副总裁

“

“

我们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提供的解决方案和

技术正在帮助各类公司挖掘待发现的数据。

David Lim
Calibr8 Systems 首席执行官

戴尔 PowerEdge 服务器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使

其成为运行关键 5G 测试的理想之选；在此类

测试中，承受较长测试时间的可靠性和工作负

载的简易可扩展性都至关重要。

Owen O'Donnell
TeraVM 市场推广经理，

Viavi Solutions

“

“

“

我们开发了 Kinosis，用于及早检测和治疗肺部

疾病。Dell Technologies OEM 解决方案产品部

让我们有了一家全球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在

全球范围内提高战胜这种疾病的能力。

Shunichi Koizumi
Konica Minolta 公司制造和采购总部、生产技

术运营部、产品设计五部、HC 产品二部助理

经理 

“

“ “

http://www.delltechnologies.com/o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