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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汽车解决方案
创造独一无二的、安全的车联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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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竞争的空前激烈，汽车制造商们把焦点集中在为购买

或租赁他们车辆的客户提供一流的用户体验。目标：提升

客户满意度……相应地带来更高的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

然而要满足或者超越不断变化的客户期望并不容易，这在

现今汽车工业在技术的应用上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时尤其

如此。在过去，技术主要用来帮助运行制造业务以及内部

系统。现在，产品工程师为了互联和其他的功能而依赖于

在汽车本身的技术。

IHS Automotive预测2015年全球销售的汽车中，有20%的汽车上

装备了某种形式的嵌入式联接设备，而这一数字（装备了

联接设备的汽车的全球销售量）到2020年将有六倍的增长，

达一亿五千两百万。（来源：福布斯商业杂志，2015年1月）。

除了在联接的车内为车主提供最新的功能，汽车制造商们

还需要在车主不在车内时为他们提供出众的车主联接体验。

车主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设备上体验，例

如通过笔记本电脑、平板、智能电话等等。

这种万物互联的改变影响远远不止联接的车辆和车主。大

量联接的设备在为客户涌现，包括智能电视、健康监控仪

器、家电、公用事业仪表（电表、燃气表、水表等）等等。

思科预计到2020年末，全球将有超过500亿的物件互联。

Morgan Stanley则预测到2020年会有750亿的物件连接到物

联网。

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将走向何方？你也许还没有意识到，

全世界都在向万物互联前进，通过万物互联全世界的人们

和企业都将提升他们的效率和生活质量，所有这一切都发

生在眼前，而这正是Covisint能提供帮助的地方。本文重点

突出了Covisint帮助解决汽车互联需求的一些领域。

在云中安全地联接车辆

Covisint平台使得整车厂可以快速上线与联接车辆互动的合

作伙伴、第三方应用提供商和系统。平台同时可以在单车

级别或更高级的车联网平台级别，提供联接车辆的功能和

应用使用率的可视化信息。

Covisint平台通过类似于仪表板的界面来实现这些功能，让

整车厂可以集中联网车辆的关键数据，以提升CRM、用户

体验和质量监控。平台让整车厂可以提升用户体验，确保

进出车辆的数据流的安全性，培养忠诚的用户群。

提升联接的驾驶用户体验

Covisint平台让车主联接到他们的车、汽车制造商、分销商、

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和社交联系人 – 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它让车主将来自各种来源的信息可视化，并通过车载设备、

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等产生指令，引起汽车响应。

该平台为车主提供更强的信息可视性，让他们在单一地点，

从任意设备上，就可以看到他们车辆所有车主方面的关键

信息，包括财务、经销商、功能、社交频道等等。在一辆

车上建立的设置和驾驶体验可以在车与车之间传输，从旧

车到新车，或租赁的车辆。

支持基于使用情况的保险联接

在汽车保险领域正在发生变化。竞争是激烈的，而风险却

是前所未有的高。许多保险公司正在采用基于使用情况的

保险计划来响应客户减低费率的需求，并降低对保险品牌

的负面影响。

选择参加基于使用情况的保险计划的车主会从保险提供商

那里得到巨大的财务收益。然而，传送这些保密信息需要

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Covisint平台让你可以连接到远程的OBDII（车载自诊断）设

备和车辆，同时将数据和企业系统集成，以此来进行车辆

诊断和驾驶习惯分析。此外，支持其他保险计划（人寿、

残疾、医疗等）的合作伙伴或第三方提供商也可被集成到

同一系统，为每位客户提供其他数据。这样就能为客户带

来全方位的互联体验，从而提高忠诚度，并降低保险费用。

利用分销商网络建立忠诚度

车主的忠诚度是OEM和分销商心头最重要的事情，而改善

车主参与体验对实现这一目标是至关重要的。Covisint平台

整合了各个分销商系统以收集维护和车辆工作数据。

由此产生的信息让你可以就车辆健康度、驾驶习惯等不断

地和车主保持沟通，让你可以为车主提供持续的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建议，如4S店检修、维修以及提供折扣。

来源：Business Insider -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75-billion-devices-will-be-
connected-to-the-internet-by-2020-2013-10#ixzz3jI3pnPUh

Covisint的优势

Covisint提供一个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专门开

发的平台即服务(Paas)，来释放物联网和其他以身份为中心

方案的潜能。

优势就在解决方案中 – 基于云计算的PaaS释放由客户与合作

伙伴共同领导的开发的潜能，加速应用层的创新。

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 – 满足不断增长的跨国业

务的安全性和性能需求。

专为联接人员、进程、系统和事物的方案开发 – 帮你实现

平台性能和你的解决方案的快速创新。

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 – 通过规模效应为客户简化运营，降

低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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