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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全球企业正在通过互联产品新举措来改变和制定不同战略。这些新举

措包括产品和机器自身可具备数码语音功能，通过显示其自身的好坏

状况，随时可进行预防性的维护。这些产品新举措能使有经验的消费

者了解的更透彻，使得企业更具智能性。

为什么选择互联产品？

我们相信优化一个产品中每个相关联的部分能为最终的客户（同样也

为制造商）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使命

  • 创造出令人无法抗拒的互联产品和极好的用户体验

  • 建立先进的OTA通信和诊断程序 

  • 通过使用数码语音，目标可转变为智能、互联产品及服务

价值

 • 回应 – 预防性保养令使用率更高效

 • 预测 – 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

 • 智能化 – 从获得透明化的完整版产品到彻底会使用

 • 改变 – 发现新机会，提供新的信息服务

为什么选择Covisint平台？

 • 身份关系管理是关键 – 识别一个物联生态系统需要对互联事物之间

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解能力

 • 需要动态的业务流程和控制 – 事物的生态系统交互需要动态管理什

么事情可以去做，和谁去做，什么时候去做

 • 大量可扩展性，保障数据整合安全 – 实时事物中每秒数以百万计的

信息交换

 • 未来性设计 – 我们通过物联生态系统底层强健的安全性和连通性架

构帮助制造商连接产品并实现自动交互

互联产品 – 我们至力于促使您的业务增长

Covisint的物联网采取以身份为中心的方式:

自主权

  • 边缘智能

  • 自主优化

  • 生态系统交流及互动

优化

  • 理性使用模式来改进设计

  • 预防性保养

控制

  • 事物生命周期管理

  • 远程解决问题或操作

监控

  • 理解产品的采用预见性

  • 加快诊断程序和主动支持

  • 优化备件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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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  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  通过创新突显差异

  •  实现产品即服务

  •  无视需求波动，兴旺依旧

  •  从操作技术以及通过IT技术而来的智能化

  •  增加的I/O和MTBT（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一个成功的物联网平台具有五大核心能力:

  •  安全与控制- 保护和管理人际间和系统以及设备的身份、

     数据、连接性、指令和关系

  •  连接 - 创造和管理人际间和系统以及设备的连接性

  •  管理 - 协调和安排人际间和系统以及设备的生命周期

  •  分析 - 把信息转变为及时相关的见解和行动

  •  构建 - 创造应用和整合得以在相关的人和系统以及设备

     间通过互动产生价值

Covisint的不同之处

Covisint提供一个底层架构无关的高度可扩展的PaaS，旨在发掘物联网和

以身份为中心的解决方案的潜力。

差异化解决方案  -  基于云的PaaS使得客户和合作伙伴在应用层面上主导

开发和加快创新的能力得到释放。

底层架构无关和高度可扩展性  -  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业务对隐秘、安全

和高性能的需求。

目的 - 以连接人、流程、系统和事物为目的的构建方案使您具备更快的

平台功能和方案的创新能力。

提供云服务  -  操作简便，并通过规模效益为客户降低成本。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31弄
虹桥中央大厦2号楼4层 200335
Phone: 86 21 6171 3237
E-mail:Nancy.xu@covisint.com
http://cn.covisint.com

Covisint provides an open, developer-friendly, enterprise-class cloud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dentity Management (IdM), and 
B2B collaboration solutions. Our platform enables users to securely identify, authenticate and 
connect users,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operating 
globally at enterprise scale for over 12 years. Today, the Covisint platform enables more than 
3,000 organizations to connect with more than 212,000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and 
supports more than $4 billion in ecommerce transactions annu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