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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现场服务解决方案剖析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在设备、网络、
应用程序和管理工具方面做出正确
技术决策，从而提高服务点的速度
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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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约有 500 万现场服务专业人员(1)，他们承担着

其中仅有 27% 的现场服务任务是进行预防性和预测

大量设备的所有重要安装、维护和维修任务，包括家

性维护，这并不令人奇怪。这意味着大多数现场服务

庭的家用电器、便利店的饮料冷柜、办公室的计算机

访问的目标是遇到问题的客户，起因是某些设备无法

和商用设备、大型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手机网络、制造

正常工作。从客户打来电话、故障处理单登录到系统

工厂的工业机器人装配系统等等。这些设备可谓数不

的那一刻开始，现场服务机制投入运行。从对电话进

胜数。

行初步分类到计划、调度、路线规划、库存管理、服
务交付和最终付款，您的现场服务团队在建立信任、
增强客户满意度、提高品牌忠诚度方面扮演着关键角
色。WBR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有 35% 的公司收入来
自服务，相比前一年有所增长。

27 %

的现场服务访问是出于
预防和预测目的(2)

多达

73

%

的服务电话是
因为客户遇到了问题

无论执行何种任务，现场服务团队都需要三种重要工具才能高效完成工作：适用的移动设备、随时随地的连接、对帮助他
们更智能工作的应用程序的访问。设备、附件或应用程序的任何故障，都会影响您的投资回报(ROI)和总拥有成本 (TCO)。
在总部，您需要制定考虑周全的整体移动策略，包括设备管理、服务支持策略、应用程序和设备安全。对于服务部门的日
常运营而言，依赖当地零售商为您的设备提供长期支持，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

CIO 应该引导企业回答五个关键问题：
1. 由于在移动领域进行了投资，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得以改进？
2. 我们实现了什么新功能，可以促进收入和利润增长？
3. 在实现第 1 和第 2 个问题中的目标的同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成本？
4. 我们如何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5. 利用在移动方面的投资，我们如何消除所有可能的手动填表和多余的数据采集？
如果您的企业正在设计现场服务解决方案，您会有很多选择。本指南帮助您权衡这些考虑因素，让您能够有效地将现场服
务运营部门转变为高效工作的重要团队，并且掌握必需的工具、信息和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客户的干扰。

2

斑马技术

白皮书
移动现场服务解决方案剖析

利用移动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场服务中，工作效率下降甚至更加明显。我们应该考
虑到 IT 部门维修设备花费的时间，以及当设备工作中断

移动设备的形状和尺寸各不相同，其功能丰富多样，从便
携式扫描器到多功能完全集成式手持数据终端。有些企业
可能希望部署多种设备，以供不同类型的服务代表使用，
而其他一些企业则发现仅部署一种设备的效率更高。

时，现场技术人员无法工作导致的损失，这一点非常重
要。在“热交换”服务方案中，技术人员在现场之外花费
的时间甚至可能达到实际维修设备花费时间的四至五倍。
在北美，完全工作负荷的服务技术人员的费用为每小时
100 美元甚至更高，这种生产率损失和机会损失远远超过

很多企业面临着日益紧缩的 IT 预算的挑战，他们很可能
选择比较廉价但不太耐用的设备。但研究表明，随着时间
推移，这些低性能的设备反而会提高总拥有成本，导致最

了设备的采购成本。根据 VDC 研究，移动设备故障导致
每天 140 分钟的生产率损失。在现场服务专业人员已经
非常繁忙的日程中，这是相当可观的时间。

终的运营支持成本更高，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相当于

5

%

的总拥有成本
提高(3)

每增加

1%

的设备故障

为现场服务部门挑选移动设备时，请记住以下重要因素。
耐用性
移动设备在现场会经受诸多考验。坠落到混凝土地面、意外泼溅、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淹没在水下都是在现场
服务环境中非常现实的场景。请务必查看您考虑选择的设备的规格，了解这些关键特性。

环境密封和构造。有些设备达到一定等级，即便暴露在多尘、高湿度、雨天和其他恶劣室外环境下，也能确保可靠
运行。如果达到 IP67 等级，则设备可淹没在 3 米深的水下 30 分钟。这种防水能力远高于售后市场的外壳配件。事
实上，这些外壳经常会被丢弃，因为最终用户发现它们非常笨拙，很难放在口袋中，或者它们误用了智能手机的时
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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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规格。制造商对设备进行过测试，确保它们能够承受从指定高度至地板的跌落。有关跌落和滚动规格，请参考
MIL-STD-810D 等级。请查看制造商测试的详细信息。设备从三英尺高度跌落到草坪上完好无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
也可以从三英尺高度跌落到混凝土地面或停车场上。有些测试是在室温下进行的，其造成的损害小于在室外寒冷环境
下的相似跌落。

电池续航时间。移动设备必须能够在整个轮班时间内持续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您可以运行功能最强大的应用，利
用 4G LTE 连接进行实时更新、条码扫描和导航。但如果电池无法在整个轮班时间内供应充足电源，那么这些功能将无
法运行，我们为部署强大现场应用投入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虽然点烟器适配器价格低廉，但他们并非始终都能有效
发挥作用。很多情况下，点烟器适配器无法为移动设备完全充电，特别是在它连接到必须在电源电路上的点火开关的
情况下。此外，长期不完全充电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企业级设备的电池容量通常达到消费类智能手机的两倍，具有很长的工作周期，在整个轮班时间内都能工作。有些设
备提供现场可插拔电池，让设备在多个轮班时间内持续工作。现场可更换电池或热插拔电池确保在您需要时随时供
电。

端口。最容易被忽视的耐用性因素是对设备端口的保护。如果服务人员在多尘或潮湿环境中使用移动设备，请确认设
备的端口是否得到保护，防止灰尘或湿气进入端口并损坏设备。

防火防爆。如果员工前往存放易燃或爆炸材料的现场，则需要确保他们设备的电气功率应该低于可能导致这些材料爆
炸的水平。

安全性。对于任何移动解决方案，安全性都是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仔细评估无线设备支持的安全协议，对确保
为数据提供最大程度保护至关重要。例如，您应该能够远程执行某些命令。请确保您的管理员能够远程启用和禁用
Wi-Fi 和蜂窝无线通信。您的管理员可能还希望检查通话日志，查看每种应用使用了多少数据。

数据采集功能
在提供现场服务时携带多部设备可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有些现场服务人员需要携带一
部智能手机，用于与客户通话和分派任务，同时携带单独的蓝牙扫描器和摄像头，分别
用于采集条码和图片，另外还需要一部单独的 GPS 设备。这不仅让员工很难管理设备，
而且同时支持多部设备还会提高总拥有成本，最后演化为一场支持噩梦。这是“自带设
备”(BYOD) 策略的最大隐藏成本之一，但经常会被忽视。
当今的多功能设备能够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包括扫描 1D 或 2D 条码、直接部件标记
(DPM)、RFID 标签以及启用图像采集。一些最新移动数据终端还提供近场通信功能，可
用于与移动打印机和读卡器轻松配对。
部署一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采集技术的多功能设备，可以简化 IT 支持，降低运营和投资
成本。多功能设备还可为今后的扩展提供了平台，允许我们添加新的数据采集类型，而
无需购买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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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如果您的现场服务代表主要在室外工作，请确保您选择的

一些研究表明，用户在虚拟键盘上的键入速度更快，而且更加准

设备采用在阳光直射下易于阅读的屏幕。相反，如果员工

确，而有些用户可能偏好物理键盘的“盲打”。

主要在低光照条件下工作，则背光显示屏的使用效果更
佳。

更新型号的设备支持用户急需的这些现场服务功能，还支持当前
流行的多点触控挤压和缩放交互方式。专用键可以启动最常用功

按键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员工佩戴手套，请考虑

能，例如一键通，帮助员工提高操作效率。有些设备提供可编程

这些键是否足够大，便于他们按键，免去脱下手套的麻

键，让用户能够使用特定按钮来快速启动最常用功能。

烦。如果使用触摸屏，它们是否支持使用手写笔并耐受湿
屏幕？如果设备是共享设备，它是否能够支持多用户登

设备的使用应该非常直观。如果设备缺乏直观性，现场服务人员

录？是否支持在无用户干预的情况下静默安装更新？

不愿意使用设备，最终会导致移动解决方案实施失败。直观的设
备需要的培训也更少，因而还能降低总体实施成本。

无线性能

高级电容触摸屏

湿屏幕

阳光直射

按键
大按键便于操作，无需脱下手套
电池续航时间长

打印
您的服务人员可能需要在现场打印发票或其他文档。移动

工作的员工而言，他们需要能够耐受恶劣环境的 IP54 等级

设备通常具有蓝牙功能，用于进行无线连接，或者带有

设备，使用长续航时间的电池，带有信用卡读卡器，用于

USB 端口，可通过有线方式连接到打印机。对于经常外出

进行移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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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连接
保持始终连接是出于良好用户体验的需求驱动，现已成为一种新的服务基准。移
动、大数据、分析这些功能结合在一起，创造了适时体验。适时体验为业务流程增
加了上下文。各种信息，例如位置、设备在线状态、社会图表数据、运动和环境条
件，以及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实时数据源，都需要始终保持连接的设备。
移动设备管理 (MDM) 工具确保服务代表能够安全连接到经过许可的网络。而且，
此类工具还让 IT 部门能够指定使用哪种类型网络来传输大型更新，以及在何时进行
更新。IT 部门能够在网络使用率最低的时间，通过 Wi-Fi 推送更新，而不是在技术
人员试图使用设备完成工作的最繁忙时段进行更新。
在 Aberdeen Group 近期对制造和服务企业的调查中，客户抱怨最多的问题是技术
人员无法在到达现场后立即解决问题。虽然这种现象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显而
易见，增强协作和沟通有助于服务代表更快找到解决方法。从企业级设备直接访问
无线网络，是帮助加快服务交付和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您可以评估帮助现场服务团队更高效工作所需的通信网络类型，仔细研究各种连接
选项。

蜂窝网络：随着移动电话网络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在几乎任何地点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语音通信和数
据传输。但是，并非所有网络都提供同等的覆盖或同等的服务。如果您的现场服务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或者仅在一
个地区工作，请考虑哪家服务提供商在该工作地区提供最佳覆盖。还可考虑那些能够通过基于软件的选择或可插拔的硬
件模块，在多个网络上运行的设备。
在现场服务部署的设备选择过程中，有时会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无线运营商是否在设备上提供机器对机器 (M2M) 数据
计划，这种计划通常比流行消费类型号设备上的语音和数据计划更加经济高效。对于大量设备，与消费类智能手机需要
的类似语音和数据计划相比，M2M 计划可以实现高达 75% 的成本节省。

选择能够支持 M2M 计划的设备可实现大幅

成本节省。

无线局域网 (WLAN)：在可用的情况下，WLAN 可以作为蜂窝网络的经济高效的替代。管理员可将大多数无线设备配置
为在可用时自动连接到经过许可的 WLAN。但是，从连接到 Wi-Fi 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设备都是平等的。有些主要面
向企业的手机支持无缝漫游，当您在楼内走动时，它会在信号变弱之前，将您的连接转移到信号最强的接入点。即便手
机是由不同制造商生产的，有些系统也能确保在各个接入点之间实现这种无缝漫游。

蓝牙：员工能够通过蓝牙连接，将他们的移动设备连接到耳机、打印机和条码扫描器等设备。使用蓝牙技术，员工可以
摆脱线缆的束缚，IT 部门也能减少提供与更换线缆相关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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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场通信 (NFC)：NFC 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能的无线链路，可在相距仅几厘米的两部设备之间传输少量数据。越来越多
的手持式设备内置了这种功能。相比其他技术，它具备一些优势。例如，它不像蓝牙那样需要配对，被读取的设备也不
需要电池。其常见用途包括设置移动打印机、扫描 ID 卡、进行支付处理。此外，现场服务人员可以读取设备上的无源
NFC 标签，以访问该设备的历史记录文件、服务记录和目录。
事实上，新技术将蓝牙和近场通信结合在一起，支持更快速的蓝牙连接。用户只需将移动设备靠近用户要配对的设备，
即可即时建立连接。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特别是对于每天需要在多个站点进行打印的技术人员更是如此。

GPS：对于服务运营管理而言，在移动设备中提供 GPS 功能是非常实用的。例如，企业可以使用 GPS 实现动态路线指
引，让服务代表更快到达客户现场，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路线指引应用程序还可以减少服务人员的行驶里程，节省燃
料成本和车辆维护成本。可以设置基于位置的触发器，在服务人员到达之前，提前自动向客户发出文本提示，让驾驶员
专心驾驶。所有这些功能可以改进第一次维修的效果，增强双方日程安排的协调，实现动态日程安排的灵活性。技术人
员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寻找客户现场并与客户进行通话，从而避免延误当天的日程安排。
各种设备提供导航功能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设备需要始终保持良好的蜂窝网络连接，才能提供逐向导航。而有些设备
则将地图存储在设备本地上，即便用户不在网络覆盖范围内，也可提供可靠导航。此类平台通常还能更快速地返回路线
计算结果。

促使企业关注移动的几大压力(4)
• 精确跟踪在现场安装的产品。
• 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完成服务任务必需的信息。
• 在第一次前往现场时完成服务任务。
• 监控现场的技术人员或资产状态。

80 %

• 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完成服务任务必需的部件。
的客户需要改进服务的速度和效率
• 让技术人员能够在现场联系客户。
• 将采集信息与后端系统和应用程序集成。
• 在需要时为技术人员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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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革命
应用程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十年开始的消费者市场

应用程序的扩展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有时需要大

现象驱动的。相同模式目前在企业市场上也发挥了作用，

量投资才能增加少量新用户。由于您的安全要求，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快速进行开发，帮助企业优化他

有些应用程序无法让您的首席安全官感到放心。最

们的现场服务团队。创新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现场服务代

后，并非所有应用程序都可以轻松集成到传统后端

表消除书面工作，查找更好完成工作所需的信息，并将关

系统中。

键信息反馈给企业。根据 Google 报告，该公司的生态系
统中共有超过 100 万个安卓应用程序，而且这个数字还在

符合您的移动策略的应用程序必须：

增长。

·将企业数据发送至现场。
·为现场服务技术人员提供实用信息，让他们为客

您的现场团队使用的应用程序类型应该取决于他们需要完
成的任务、他们拥有的设备、互联网连接的可靠性。例
如，有些应用程序无法在多种设备上运行，而其他一些应

户提供最佳服务。

1,239,772
安卓
应用程序的数量
2014 年 6 月

·转变您的业务流程，实现出色的新客户服务解决
方案，从而提高盈利能力。

用程序则在用户位于无线网络范围之外时难以运行。有些
设备不允许用户运行一些简单功能，例如将照片附加到电

查找不同类型的可用应用程序，为现场服务团队提

子邮件中。

供帮助。

软件即服务 (SaaS)

SAAS

SaaS 产品利用了托管模式，将应用程序的管理任务交给服务提供商。IT 管理员无需再管理软件更新或后端服务器硬
件。由于 SaaS 服务提供商不再是定期发布软件升级，而是持续推出产品更新，因此客户能够从即时更新中受益。
SaaS 还让企业能够将应用程序的成本平摊到很长时段内，因为提供商使用了订阅模式，根据用户数量每月收费。这样
就无需企业支付通常非常昂贵的前期投资，来购买在本地运行的软件。它还让我们能够轻松添加新用户。

现成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已经预先打包，但通常允许用户根据特定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对于现场服务而言，这种功能至关重要。虽
然工单管理具有相似之处，但无论在何处应用，每个环境都是独特的，需要一些定制，以便充分发挥应用程序的作用。
为了使用软件，企业通常需要根据用户数量来购买许可证。企业用户负责运行和维护应用程序，既可在内部进行，也可
在托管环境中进行。有时，添加新用户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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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应用程序
由于掌握了大量新技术，企业逐渐倾向于构建自己的移动现场服务应用程序。您选择的语言和工具将取决于在现场使
用的设备。也可以使用一些第三方工具，让开发人员编写应用程序，然后相对简单地将应用程序移植到多种设备操作
系统。

· HTML5：使用 HTML5 构建应用程序意味着它能够在不同设备上轻松运行。如果您部署了多种设备，则构建 HTML5
应用程序对您的企业可能非常有利，部分原因是您只需开发和维护一个应用程序，因而可以降低成本。HTML5 不仅
能在使用具有不同操作系统的设备的企业中发挥作用，它还能在不同外形和屏幕尺寸上的设备上运行应用程序。但
是，HTML5 无法像本机应用程序那样提供多样化功能。
·本机代码：使用本地代码，开发人员能够构建定制应用程序，充分利用特定设备的所有功能。相反，如果您有多个
现场服务员工团队，各自使用不同的设备，那么使用本机代码就需要您构建和维护多个应用程序，分别用于每种设
备。
·云：市场上有一些新型云平台，旨在帮助企业开发人员更加轻松地构建从公有云或私有云运行的移动应用程序。有
些大型云服务提供商提供此类服务，正如独立公司提供移动后端作为服务那样。
· 混合：现在有些开发人员构建的应用程序融合了 HTML5 和本机代码。应用程序的某些功能，通常是实用工具，是
使用 HTML5 构建的，让我们在各种操作系统和内部版本中轻松地重复使用该代码。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则使用本
机代码构建，从而充分利用单个平台上的附加功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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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移动工作
通过移动提高收入是一次重要的业务转型机会。但是，

当服务代表遇到问题时，如果远程管理员能够准确看到

我们既要利用移动带来的新收入机会，同时又要保持成

现场情况，他们就能快速纠正问题，让现场工作人员能

本控制，两者之间必须达到合理平衡。

够继续完成工作。远程诊断和维修至关重要，如果无法
实现，可能必须远程运输设备进行诊断和维修，从而浪

移动现场服务解决方案的长期日常管理，包括设备、应

费宝贵的时间。

用程序和网络，是决定部署是否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
管理完善的部署可以最大程度地延长设备正常运行时

很多工具可以帮助 IT 管理员高效地部署、监控和诊断现

间，提高现场服务代表的工作效率。

场服务解决方案。完整服务提供商还帮助进行长期管
理，从而为您的 IT 管理员节省宝贵时间。

管理工具可以帮助管理员完成以下工作：

• 通过部署正确的设备设置、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为设备的初始使用做好准备

• 启用和禁用 Wi-Fi 和蜂窝网络

• 远程关闭和唤醒设备

• 在无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安装企业应用程序

• 有选择地擦除设备

• 通过移动设备管理服务，本地管理设备

• 将设备连接到轻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服务器和其他设备

• 接收 SIM 卡更改、插入和删除报警

• 跟踪和管理数据使用阈值

• 管理服务终端模式和受限网站策略

• 远程更新设备

• 设置安全参数以防止连接到不安全的 WLAN

• 远程诊断问题，进行远程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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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移动功能
充分利用每一次与客户联系沟通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
但有一种沟通机会却经常被我们忽略，它就是服务电
话。有了理想的移动现场服务解决方案，服务代表就能
按照到达现场，并且掌握完成工作所需的全部信息和工
具，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入，改进客户的满意度、忠
诚度并促进客户保留和推荐。在总部，您能够实时了解
现场工作情况，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资产利用率。
移动能够扩展、增强和转变您的现场服务。适当地实施
移动，可以呈现全新的服务方式，改进盈利能力和利润
业绩。借助专用移动解决方案的强大力量，您可将现场
服务部门变成您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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