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简介
下一代端到端零售解决方案

简化您的网络，让您可以将主要精

力集中于为顾客服务

当前的零售商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挑战 — 他

们要提供可靠的网络通信，为了增加收入要

提供实时可操作的信息，并且还要确保员工

始终拥有保证工作效率所需的工具。此外，

越来越多的 IT 被要求提供无缝链接在线购物

和店内购物环境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以及打

造有助于提升顾客忠诚度的创新型体验。

为满足上述所有要求，您的 IT 团队最终需要

做的就是管理和维护一组复杂的服务器和设

备。然而，要管理的东西越多，网络管理系统

就越“笨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培训和故障

排除工作以及更低的效率。这将使您最重要的

资源之一（IT 团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更简单的分支机构管理网络解决方案让您的 

IT 团队摆脱繁重的故障排除工作，成为业务

合作伙伴，可以帮助您打造真正对顾客有吸

引力的创新型购物体验。

 

针对杂乱的 IT 设备的简单解决

方案

斑马技术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为零售企业

提供了下一代端到端解决方案。

NX 9600 是用于整个网络的集中式管理系统。

这一基于云的管理解决方案让您可以从一个集

中点远程控制所有分支机构。NX 6500/7500 
是斑马技术的分支机构解决方案。借助这一解

决方案，每个商店可以将其杂乱的 IT 设备整

合在一起，从而节省空间、精力和时间。

此外，该解决方案可升级且非常灵活，因

此您可以选择要部署的服务，而无需随着

业务的发展一再进行更换。总之，这一解决

方案简化了管理，使您的 IT 团队可以与您

一道将更多时间用于提升顾客忠诚度的无缝

购物体验。 

主要优势

• 提供先进的移动应用来

提高员工效率、增强顾

客体验，建立忠诚度。

• 简化部署和管理分支机

构网络及通信的工作

• 显著降低在分支机构提

供服务的总拥有成本

更简单的分支机构网络，
更出色的购物体验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 下一代端到端零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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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6500/7500 将多个现有的产品整合在一

起。这意味着 IT 需要更少的培训、故障排

除和维护工作，他们可以将时间和资源用于

有助于培养出色购物体验的工作上。

NX 系列

实时定位系统

视频聚合
和交付

来宾访问

IP 电话

员工管理

应用程序交
付和部署

 

NX 9600
NX 9500 具有基于云的开放式

架构，可集中管理每个分支机

构网络。

NX 6500
NX 7500

NX 6500
NX 7500

NX 6500/7500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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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

借助创新性的应用程序，管理员工比以往更简便。

NX 6500 和 7500 可提供中小型企业之前认为

自己无法企及的功能。大型企业可以站在技术

前沿，让 IT 和您的员工比以往更高效、更能干。

实时定位系统

通过基于位置的服务并与顾客手中支持 Wi-Fi 
的智能设备关联起来，您可以发现顾客并跟

踪顾客的驻留轨迹。斑马技术解决方案的接

近感知和分析解决方案支持基于位置的服务，

可与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无缝协作。因此，

无论您是希望在顾客进入您的商店时向其发

送问候，发送相关信息帮助他们找到所需物品，

还是通过跟踪顾客在一段时间内的购物模式

来优化您的布局，您都可以轻松做到，并且

无需添加任何笨重的 IT 设备。 

来宾访问

提供可供顾客访问的快速可靠的网络至关重要。

不仅顾客期望快速可靠的网络，您也可以从

中利用数据，发掘对您业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的信息。NX 系列可以承载多种解决方案，如

斑马技术的接近感知和分析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可以从支持 Wi-Fi 的设备（如智能手机）

上收集数据，然后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可用于与

顾客沟通的信息。

应用程序交付和部署

无论您雇用第三方部署应用程序还是自己编

写应用程序，集成服务平台提供的网络解决

方案都可以承载您业务发展所需的应用程序。

Rho Mobile 之类的选项让您可以开发易于部

署、管理和升级的应用程序。在单个功能强大

的设备中实现网络和应用程序交付融合，为您

的 IT 团队提供了无缝购物体验所需的功能。

视频聚合和交付

下一代零售商依赖于视频服务提供的智能。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可以承载视频聚合，并

具有支持可将信息转化为洞察的数据密集型

应用程序的处理能力。如果您可以了解顾客

需要什么以及何时需要，就可以提供更好的

店内体验，培养长期忠诚度。

IP 电话

集成服务平台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与您的员

工连接，然而通常最有效的通讯方式是语音。

斑马技术在 NX 6500/7500 上提供的统一零售

通讯功能通过 WLAN 或蜂窝网络提供针对 

PBX 的移动扩展、对讲或企业文本服务，员

工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员工进行联系。此外，

由于这些功能是专为零售环境定制的，因此

您可以获得所需的服务，而又无需为不使用

的功能付费。您的员工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出

现在适当的地点，从而确保每次购物都是一次

不错的体验。

网络保障和安全性

斑马技术的 AirDefense 服务平台现在与 NX 9600 
集成，无需单独的硬件设备。AirDefense 服

务包括基础设施管理、安全与合规以及网络

保障来管理斑马技术和非斑马技术的基础设

施。有了远程故障排除、RF 可视化、频谱分析、

取证和定制报告，您就拥有了确保无线基础

设施安全所需的全部工具。

提供多种服务

让您的员工更高效

同时让您吸引更多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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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系列 — 打造突破性购物体验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是更简单的网络解决方

案，使您的 IT 团队维护网络通畅所需的时间明

显减少，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打造对顾客有吸引

力的购物体验上。分支机构只需一台设备，IT 设

备间不再杂乱，员工的工作效率高于以往任何

时候。在将 NX 9600 用作管理平台后，您的 IT 

团队可以获得整个网络的单一信息显示板视图。

降低的 TCO 和绿色网络解决方案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显著降低了在分支机构

提供服务的总拥有成本，资本支出减少 50%，

设备数量减少 75%。更少的设备意味着更少

的培训和维护，IT 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打造

有吸引力的购物体验。此外，更低的能耗不

仅可以为您省钱，还能使您的企业更环保。

低投入，高收益。 

高级移动应用程序交付 
快速高效地与您的顾客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

简单。使用 NX 系列集成服务平台，您可以

提供促成购物的应用程序，建立让顾客再次

光顾的忠诚度。   

更小的复杂性

更少的硬件

更低的成本

• 使用单个界面和模块化

方法添加服务，简化分

支机构通信管理

• 融合平台提供安全的

有线和无线网络和电

话功能。

• 整合有助于实现更低的

购置和升级成本 — 更
少的员工进行管理，空

间和电源要求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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