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ebra VisibilityIQ™ 

在需要时获得有关您的 Zebra 设备的业务智能
Zebra 的 VisibilityIQTM 让您能够轻松获取有关您业务运营所依靠的移动设备的清晰、
全面的数据。

VisibilityIQ 使您能够拥有行之有效的数据驱动型洞察，从而让您的设备、员工和日常
任务发挥最大作用。方便地了解您的设备的运行方式，确定可采取的后续举措以改进
运营。

VisibilityIQ™ Foresight 将多种数据源相结合，通过单一业务职能工具系统提供行之有
效的洞察，从而简化工作流。

VisibilityIQ™ DNA 使您能够查看来自主要 Zebra DNA 工具的重要信息。

VisibilityIQ™ OneCare® 提供针对维修、技术和软件支持状态的可视性。

 

 

将设备洞察与
行动相关联

VisibilityIQ 
Foresight

VisibilityIQ 
DNA

VisibilityIQ 
OneCare

将可视性与
智能相结合，
您就获得了
Visibility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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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清晰而全面的
设备数据才能帮
助您避免业务中
断和混乱无序。您
只需要借助 Zebra 
即可获得这种设
备数据清晰性。

Zebra VisibilityIQ 
选择您进行业务运营所需要的可视性类型。 
随着企业移动资产变得对业务运营至关重要，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也变得更
加复杂。如果缺乏针对您的所有移动资产的全面可视性，由此导致的时间
和资金损失是您的企业难以承受的。借助 Zebra 的 VisibilityIQ 获得强大、
易用的可视性。

VisibilityIQ Foresight  

VisibilityIQ Foresight 超越了单纯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 能够为您提
供的优势。它是一种商业智能工具，可从比任何其他服务更多的数据源
中提取数据，将大数据聚合到单个基于颜色编码的基于云的统一面板
中，然后立即将其转换为可立即用于行动的见解。不过，一切并非仅止于
此。VisibilityIQ Foresight 可采集历史数据以进行趋势分析和智能化预
测。正因如此，您才能在问题影响业务之前做到防患于未然，并准确预测
未来需求，使运营更顺畅。 

VisibilityIQ DNA 

使用 VisibilityIQ DNA，您可以充分利用重要的 Zebra DNA 工具 （一套
强大的专属软件、应用程序和实用工具），将 Zebra 移动数据终端、扫
描器和打印机转变为真正的企业解决方案。从您的客户托管信息显示板
查看重要设备数据，以提升效率并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快速配置多部设
备。借助 WorryFree WiFi，确保设备拥有尽可能最佳的 WiFi 连接，通过 
PowerPrecision 电池分析避免电池故障，此外还有其他更多优势。

VisibilityIQ OneCare

VisibilityIQ OneCare是Zebra OneCare的专家支持服务*的一项优势，旨在
消除计划外设备停机和未编入预算的维修费用。它提供基于云的可视化报
告和分析包括设备维修和客户趋势、合同续签、LifeGuard™安全状态和备
用池状态–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客户购买Zebra OneCare*支持协议中。

*仅适用于移动数据终端和扫描器。

情况说明书
ZEBRA VISIBILITYIQTM 



3    Zebra Technologies

是否已有 MDM？  

如果您已部署 MDM 工具，不
必替换它。通过连入您的 MDM 
工具，VisibilityIQ Foresight 
能够保护您的现有 MDM 投
资。VisibilityIQ Foresight 
Connect 可以直接与您现有的平
台和软件集成，以提供所有Zebra
移动数据终端的单一面板可视化
和分析。

没有MDM，也不需要MDM？

请放心。Zebra Data 
Service（ZDS）代理是所有当前
Zebra Android设备上包含的一个
实用程序，它将您的设备数据传
送到基于云的商业智能工具。

无论您的环境如何，您都可以利
用我们的VisibilityIQ Foresight商
业智能工具来添加强大的新资产
可视化和管理功能。它远程支持
设备更新、主动管理、故障排除、
远程分类和远程锁定和擦除等安
全控制等操作要求。

Zebra VisibilityIQ Foresight 
智能业务分析解决方案领域的一大进步。 
对于行业而言，Zebra VisibilityIQ Foresight 是在面向企业移动资产的数据驱动
型智能分析解决方案领域的一大进步。VisibilityIQ Foresight 使您能够方便地
查看资产、衡量并改进其使用，并前瞻性地解决会影响业务的潜在设备问题。

通过一个清晰、易用的视图，访问您的众多设备
VisibilityIQ Foresight提供了一个由机器学习分析驱动的近乎实时的彩色编码、
基于云的玻璃面板解决方案。与其他可用服务相比，VisibilityIQ Foresight 能够
从更多的数据源采集数据 — 合同、维修和案例管理系统、Zebra 的 IoT 代理以
及 MDM 等 — 并将数据转换为直观的报告。

您再也不必繁琐地应对若干报告和信息显示板或者运行各种耗时的设备报告。
现在，您能轻松查看众多设备的状况、利用率以及位置信息 — 无论它们在整个
运营中位于何处。

优化设备可用性和分布以改进运营
通过对来自您的设备的大量“大数据”进行分解，VisibilityIQ Foresight 可帮助
您查看更多设备活动。由此，您可以最大限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利用，发现能
够制定数据驱动型决策的机会，例如，减少丢失和被盗设备、将资产在众多站点
进行规模适度的分布和负载均衡。

超越 MDM 工具
只使用 MDM 工具的企业仅限于对设备进行管理控制。VisibilityIQ Foresight 能
够汇总来自众多数据源（包括 MDM）的数据，从而提供以智能分析为核心的全
面的解决方案。

以大数据架构为基础的 VisibilityIQ Foresight 每天可快速处理来自数百万个
设备的数以百计的数据点，并运用机器学习技术生成新的相关洞察。与此形成
对比的是，MDM 基于传统的数据库并且不能被扩展以进行这种级别的数据分
析。

利用基于角色的访问，进一步发挥可视性的威力
大部分的管理系统和工具是集中式的，仅限 IT 员工访问，这使得管理人员要获
得顺畅运营所需要的数据并非易事。而 VisibilityIQ Foresight 旨在让获取数据
驱动型洞察变得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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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概述
完全托管的基于云的 Zebra 平台 
方便地远程访问您的可定制运营报告信息。

Zebra 协助快速部署 
我们的团队将帮助您快速实现系统正常运转。

采取行动 
与用户角色保持一致的可配置的阈值以及前瞻性的电子邮
件警报可即时地将复杂的数据转变为行之有效的洞察。

清晰的数据 
在日期范围内或者针对特定日期或角色，按位置或者特定
设备，查看您各个位置的所有设备。

强大的数据采集 
填充您的视图以提供针对主要指标（例如，电池性能、利用率、位
置、无线连接性能等）的可视性。

帮助台和支持 
专家级平台和门户支持，帮助您确保解决方案始终可用。

全面的培训服务 
实现更大的可视性，以最大限度发挥您的资产的价值，让您的企
业脱颖而出。

解决方案订购 
与您的 Zebra 设备一并订购 Zebra OneCare 支持服务；外加 
VisibilityIQ Foresight。

特性概览

特性 VisibilityIQ Foresight 
包括 SOTI MobiControl

将VisibilityIQ Foresight 
连接到现有的MDM 
连接到客户现有和已安装的

MDM（SOTI、MobileIron、AirWatch）

VisibilityIQ Foresight IoT  
MDM independent offer 

（无需MDM）

基于云的托管
平台

访问专门构建的Zebra VisibilityIQ可实现对所有支持的*移动设备的近乎实时可视化和运营控制 

提供所有基于云
的 MDM 功能 提供所有基于云的 MDM 

功能，此外还有 Zebra 的 
VisibilityIQ 提供的运营
可视性与分析；是现在没
有 MDM 工具的企业的理

想之选 

从您现有 MDM 软件采集数据，并将数
据提交至 Zebra 的 VisibilityIQ 进行高
级分析和报告；从而使您能够最大限度

发挥现有 MDM 投资的价值 

从所有Zebra Android设备
上预装的ZDS代理收集数

据。

支持的设备*
Zebra移动数据终端、非Zebra耐用和消费设备（iOS和Android） Zebra Android 设备

Zebra 
VisibilityIQ  
单一视图 

VisibilityIQ Foresight运营数据以及 
Zebra OneCare维修和案例报告数据的全面单一屏幕视图。您环境中的资产的识别、定位、状况和利

用率； 
通过报告、分析和警告获得行之有效的洞察

帮助台支持 
平台和 VisibilityIQ 支持 

培训 VisibilityIQ 培训、用户指
南和最佳实践以及 MDM 

培训 

VisibilityIQ 培训、用户指南 
和 VisibilityIQ 最佳实践

VisibilityIQ 培训、用户指南
和 VisibilityIQ 最佳实践

*访问 VisibilityIQ Foresight 需将针对任何 Zebra Technologies 设备的现有 Zebra OneCare 支持服务合同添加至本计划。VisibilityIQ Foresight 需要最少 75 
部设备，将 VisibilityIQ Foresight 连入您现有 MDM 须订购至少 25 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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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概述 
针对正确的设备标准强大的概览式可视性视图 
定制 VisibilityIQ Foresight 视图提供针对您众多移动设备最重要方面的可视性。 
 
您可以查看：

• 从运营和支持系统直接采集到 VisibilityIQ Foresight 的重要数据。

• 按站点或设备型号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移动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战略概述。

• 选择对您的企业最至关重要的运营报告。

• 按照您的运营经理定义的站点级层次结构可查看的资产数据。

• 设备库存、利用率、位置、性能以及智能电池和 WLAN。

• 设备中断源 — 用户、系统或者启动的应用程序。

• 针对最大/最小阈值的电子邮件通知警报，从而使员工即使远离计算机依然可以始终保持连接，及时获取信息。

• 预定义的系统标签和用户创建的标签使您能够针对您的定制视图对设备进行分组。 

设备指标 
您需要了解的有关您的众多移动设备的一切 
借助我们广泛的随时可用的报告，您可以获得针对设备指标的即时可视性，帮助您更好地管理您的设备。您还能够对维修工作
流中移动的设备进行监控，最大限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并发挥设备投资的价值：

• 设备统计显示您的移动设备库存状态：有效合同、过期合同、新激活的合同和总库存。

• 电池统计包括关键电池事件次数以及上次已知电池电量。

• 设备利用率报告帮助您了解设备使用以及运营绩效。

• 位置追踪使您能够始终追踪支持的设备的所处位置。

• 无线连接性能让您能够监控 WLAN 环境中的设备状态。

• 案例视图使您能够访问所有待处理和已完成案例及维修作业的技术支持信息。

• 合同视图让您了解所有支持合同的状态，并且能够监控将要到期的合同。

Zebra VisibilityIQ Foresight：清晰而全面的数据可视性的威力
如果您要最大限度实现设备可视性、运营绩效并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要使您的 Zebra 移动设备投资发挥最大价值， 
VisibilityIQ Foresight 能够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 唯有 Zebra 或者通过您的 Zebra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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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和公司总部
+1 800 423 0442
inquiry4@zebra.com

亚太总部
+65 6858 0722
contact.apac@zebra.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总部
zebra.com/locations
contact.emea@zebra.com

拉美总部
+1 786 245 3934
la.contactme@ze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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