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加速 IT 转型的强力支持



企业环境正在迅速变化，各组织面临着空前的压
力：既要引入新技术，又要有效维护现有的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产品。人工智能、虚拟化、应用程序
现代化、模块化基础架构以及云计算可大有助益，
但也需要更高层次的专业知识。复杂的环境意味
着所涉及的流程也较为复杂，同时潜在问题也会
增多。由于您对技术的依赖性增加，相应的支持
便显得尤为重要。 

若想将更多时间用于实现业务目标以及保持强劲
的竞争力，您需要管理如下事项：

•  维护成本

•  工作负载可用性

•  多个硬件和软件供应商

•  自动化、主动式和预测式技术

针对复杂环境 
提供全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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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见解
为对更具战略性的业务要求进行投资，降低 IT 复杂性
和控制成本被视为一种重要方式，这些要求包括：

•  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  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和上市时间
•  改善决策制定
•   快速灵活地响应市场机遇、应对竞争性挑战

我们可以利用合适的支持解决方案帮助您实现业务 
目标。

在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的助力下，您可以使用
我们享誉全球的专业支持技术和见解，充分发挥投资的
价值。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不仅能扩展您 IT 团
队的能力，还能帮助您更快解决 IT 问题。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能够为您提供
如下优势：
• 灵活性，使您能够根据具体系统的重要程度和环境的
复杂性选择支持服务

• 单一问责制，对所有硬件和软件问题负责 

• 可以跨域操作，而不局限于单一硬件 

• 预测式自动化工具和创新技术

• 无论您身在何处、使用哪种语言都能获得一致的体验

当今复杂的
环境需要真
正的企业级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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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专注发展自己的业务，让 Dell Technologies 专家来
降低 IT 的复杂性。
• 37,000 多名来自 Dell Technologies 的服务专业人员

• 80 多个技术支持中心和 750 多个部件配送中心遍布全球 

• 十二个卓越中心和联合解决方案中心利用我们与优秀应用程序提供商的联盟，
提供内部协作

• 六大全球指挥中心主动监测现场服务活动

借助深刻的专业见解和智能数据提高性能与稳定性。
• 提供自动化监控和预测式分析功能，可预防问题并提供优化操作建议

• 与对您的业务和环境有深入了解的专属 Service Account Manager 建立个性化
关系

定制的支持服务，随时供您使用，助您提高工作效率。 

• 在 170 个国家 / 地区提供支持 

• 24x7 全天候电话、聊天、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支持 

• 为硬件和软件提供一致的单一来源支持 

• Dell Technologies 企业支持和部署服务赢得了超过 94% 的客户满意度

实现企业级支持。
我们的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以资深的专家团队、独到的专
业见解和客户放心的服务为基石，可提供满足您组织需求的企业
级支持。您可以根据自身的系统重要性、环境复杂性以及 IT 资源
分配方式来自由选择服务。

客户放心
的服务。

独到的 
专业见解。

资深专家
团队。 

在客户服务方
面荣获 40 多项 

TSIA 明星奖

为何选择 Dell Technolog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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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ProSupport Plus 
for Enterprise

通过自动化支持、分析以及
适用于您组织的相应专业知
识，主动提高您的关键系统
的性能和稳定性。

ProSupport Plus 不仅能够使
您的系统快速恢复正常运行，
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您可
以放心大胆地采用复杂技术，
因为 Dell Technologies 能够提
供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见解来
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专注
实现业务目标。 

ProSupport for 
Enterprise

通过 24x7 全天候技术工程师
服务以及预测式技术，防范
问题发生，确保您的硬件和
软件顺利运行。 

基本硬件 
支持

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提供响应
式硬件支持。

更加智能的支持策略。
该策略支持您大胆采用新技术，而且 Dell Technologies 为您基础架构的所有平台、品牌和
解决方案提供同等企业级支持，让您能够自由地专注于业务本身。 

随着管理技术的难度增加，我们支持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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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roSupport Plus，您将享受以下服务：

• 获得对您的业务和环境有深入了解的专属 Service 
Account Manager 

• 对 Dell Technologies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了如指掌的
工程师会立即提供高级故障处理服务

• 对安装在您的 ProSupport Plus 系统上的符合条件
的第三方软件提供支持，无论您是否从我们这里
购得该软件。我们不仅会诊断问题，还会负责到底，
帮您解决问题

• 我们分析我们客户群的支持趋势和最佳实践，从
而得出个性化的预防性建议，可用于减少支持问
题并提高性能

• 针对问题预防和优化的预测式分析

• 安全连接网关支持主动监控、问题检测、通知和
自动化案例创建

Service Account Manager ：
您的专属支持服务人员

•  资深专家，了解您公司的具体 IT 需求和业务目标

• 统一联系人，便于管理服务和解决上报问题 

• 基于您的环境、妥善做法和所有客户的支持趋势提供个
性化建议，以帮助您提高生产效率和稳定性

关键工作负载和应用程序需要稳定的可用性，而支持它们的系统需要的不仅仅是“中断 / 修复”类型的支
持 — 它们需要主动式和预测式措施，以便防患于未然。 

ProSupport Plus 为您的组织提供自动化支持、分析和恰当的专业知识，以此主动提高关键系统的性能和
稳定性。ProSupport Plus 不仅能够使您的系统快速恢复正常运行，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您可以放心大
胆地采用复杂技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见解来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专注实现业务目标。

ProSuppor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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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获得始终如一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并以智能方式管理环境中的各家供应商。Dell Technologies 
可提供具有专业知识、方法和能力的单一支持来源，从而简化您的 IT 支持工作。
 
采用 ProSupport 后，您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咨询接受过完善培训的专业人员，解决 IT 需求。
ProSupport 可帮助您充分减少干扰，维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ProSupport

采用 ProSupport 后，您将享受
以下服务：

• 24x7x365 全年全天候咨询经认证的硬
件和软件专家 

• 联合第三方供应商的协作式支持 

• 虚拟机管理程序、操作环境软件和操
作系统支持

• 适用于硬件、软件和解决方案的水平
一致的支持

• 现场部件派送和人员派遣响应选项，
包括关键任务 4 小时响应服务和下一
工作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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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支持服务

服务项目对比

Basic ProSupport ProSupport Plus

远程技术支持 9x5 24x7 全天候 24x7 全天候

涵盖的产品 硬件 硬件和软件 硬件和软件

现场硬件支持 下一工作日
下一工作日或关键任务 

4 小时响应
下一工作日或关键任务 

4 小时响应

与第三方协作提供帮助  

自助式案例启动和管理  

获取软件更新  

通过 CloudIQ 和 CloudIQ 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主动式
存储运行状况监测、预测性分析和异常检测  

优先咨询专业领域的支持专家 

预测式硬件故障检测 

第三方软件支持 

专属 Service Account Manager 

主动式、个性化评估和建议 

主动式系统维护 

适合您的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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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Dell.com 或联系您的 Dell Technologies 销售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的可用性和条款因地区和产品而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的服务说明。 

版权所有 © 2022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Dell Technologies、Dell、EMC、Dell EMC 和其他
商标是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其他商标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服务的可用性和条款可能因区
域和产品而异。2022 年 5 月 - NS |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手册

全球的卓越公司都相信，我们可以高效支持他们的 Dell Technologies 企业级系统，
帮助保持系统全天候正常运行。我们以这份责任以及履行这份责任的卓越能力为傲。 

提高关键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提高工作效率并减少停机时间。借助 ProSupport 
Enterprise Suite 提供的专家、见解和便利服务，您可以从容应对将来可能所发生
的任何问题。

Dell Technologies 
的独到之处

https://www.De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