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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HALLMARK 
更好地为其零售合作伙
伴提供支持 
借助 13500 部 TC55，Hallmark 实现其现场服务运营转型

现状

Hallmark 要使用移动设备更好地服务其零售

客户，并提升现场服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每天，有 13000 多名 Hallmark 兼职员工 — 包

括 12000 名零售销售人员和 1500 名区域主管/助

理 — 在为 Hallmark 的零售合作伙伴提供支持。直

到最近，与这些员工的通信还面临着困难和不一

致的问题。Hallmark 主要依靠全职员工来传递信

息。Hallmark 意识到，通过为其员工提供互联设备

以实现更加一致、规范和安全的通信，可提升生产

率和客户服务。

解决方案

在对部署消费类和企业级设备的总拥有成本

进行对比后，Hallmark 选择了 Symbol TC55 

AndroidTM 耐用企业设备。

在评估许多备选移动设备后，Hallmark 决定部署 

13500 部 TC55 触屏数据终端，这些设备可提供企

业级安全、定制和管理以及消费类设备的用户友

好性。

TC55 移动设备采用经斑马技术 Extensions (Mx) 强

化的 Android 操作系统，提供集成的扫描器（通过

物理扫描按钮完成）、可更换的电池、长生命周期

以及耐用企业设备可提供的许多其他优势。

成效

Hallmark 现在可以尽享用户友好型、应用丰

富的设备所带来的生产力优势以及专为企业

优化的耐用设备所具有的安全和管理优势。

通过使零售商更快完成任务并且允许现场工作人员

与管理人员即时通信，TC55 设备可助力零售商提

高生产率。同时，Hallmark 还体验到了 TC55 设备

所具有的增强的安全性和易管理性，这得益于让这

些基于 Android 的移动设备能够真正适用于企业的 

Mx 功能。

客户简介

组织

Hallmark Cards, Incorporated 
和Hallmark Marketing 
Company, LLC

所属行业

零售

应用

现场服务

解决方案

• 支持 Android 的 TC55 触屏
数据终端

• Zebra 的 Extensions for 
Enterprise (Mx)

优势

• 先进的安全和应用功能为企
业提供更多控制

• 远程升级简化了设备管理

• 内置条码扫描器每天节省数
千小时的生产力

• 现场通信显著提升效率

• 易用的界面简化了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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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mark 日常运营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对其

由 12000 多名零售销售人员组成的现场服

务团队的管理。这些兼职员工每年总共要完

成对 40000 家销售 Hallmark 产品的零售店

约 200 万次的走访。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为 

Hallmark 的零售合作伙伴提供绝对最佳的客

户服务。

这些零售业务员要花时间订购和存放新产

品、整理产品展示、监控库存以及布置新的

促销活动。在节日更迭时（例如，母亲节后

的周一），零售业务员要到店为下一节日做

准备 — 将母亲节的贺卡换为父亲节的贺卡。

几年前，Hallmark 开始寻求能够让公司

更好优化其现场服务运营的移动解决方

案。Hallmark 尤其需要部署双向通信功能来

动态调度工作安排，并使零售业务员能够在

现场完成主要任务，例如，订购更多库存产

品或者为客户答疑解惑。

消费类设备难以满足需求

Hallmark 曾考虑采购消费类设备。不过，

消费类设备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们不提

供内置的扫描器。因此，消费类设备需要 

Hallmark 员工使用称为“sled”的插件式附

件以支持现场条码扫描。

Hallmark 知道，两件式的解决方案会导致尺

寸和重量的增加；条码扫描缓慢而繁琐；并

且需要为其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支持，这会增

加管理 13500 部设备的复杂性。

Hallmark 还感觉到，其 12000 多名零售业务

员并不喜欢大块头的两件式扫描器。考虑到

零售业务员每天要扫描数以百计的卡，这可

能会导致员工不满。这些扫描使他们能够快

速找到卡片在展架上的位置或者在转换产品

展示时为零售商统计未售出的证卡。

Hallmark 大型渠道销售与服务技术总监 Joe 

Harmon 表示：“我们每年要进行 200 万次

的零售店走访，每一次都要进行数百次的产

品扫描。因此，内置的扫描器和耐用设备对

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两件事。”

特性、功能和灵活性

他们很快发现了最佳解决方案 — 配备斑马

技术 Mx Extensions 的 TC55 Android 移动设

备。借助 Mx，通过增加一层使基于 Android 

移动设备可真正满足企业需求的特性，标准 

Android 操作系统得以强化。Mx Extensions 

预装在斑马技术 Android 设备中，通过增强

安全性、可用性和移动设备管理，为企业提

供了更多控制。

HALLMARK 如何确保在其证卡销售中
实现卓越客户服务 
Hallmark 成立于 1910 年，当时 18 岁的 J.C. Hall 带着两箱
风景明信片来到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自那时起，Hallmark 逐
渐发展成为一家在全美 40000 家零售店（包括大型零售商和 
Hallmark Gold Crown 贺卡连锁店）销售贺卡和其他产品、
市值达 40 亿美元的公司。

特性、功能和灵活性

他们很快发现了最佳解决方案 — 配备斑马技术 Mx 
Extensions 的 TC55 Android 移动设备。借助 Mx，通过增

加一层使基于 Android 移动设备可真正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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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我们无意使用 Android。实际上，

我们很关心在企业使用 Android。回溯到 2012 

年，许多公司都对 Android 持怀疑态度。不过，我

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如今的 BYOD (自带设备办公) 

市场，也没有能真正支持您所需要的企业级远程管

理和安全功能的消费类设备。”

与消费类设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C55 兼具二者

的最佳优势 — 消费类设备的用户友好型界面与专

为企业使用而优化的功能相结合。TC55 不仅易于

使用，而且能够支持增强的安全特性、设备管理、

应用管理以及数据采集功能。

TC55 设备还为 Hallmark 提供了两大关键优势：五

年使用寿命以及具有长续航能力的可拔插电池。五

年使用寿命可确保 Hallmark 不必支持同一设备的

多种版本，而长耐用性可更换电池保证了 Hallmark 

员工将不会遇到因电池问题导致的业务中断。

专为企业应用而优化的设备
Harmon 指出：“当我们最初开始审查这个项目

时，坦白地讲，我们有点过高估计了设备的物理特

性。而完全低估了远程设备管理能力的价值，能够

对推送到这些设备的软件进行控制，能够定制特

性，例如，安全。”

实际上，Zebra 的技术团队与 Hallmark 密切合作来

使用 Mx 对其 TC55 移动设备进行定制，以支持一

系列特定的企业级安全和管理功能。Hallmark 不要

求零售商在设备上使用多个电子邮件地址或者通过 

USB 连接其他设备。借助 Mx Extensions 的企业功

能，Hallmark 能够快速而简便地禁用这两项功能并

且仍然允许员工访问其 Hallmark 电子邮件。

通过 Mx，Hallmark 还能够控制其他功能，例如，

远程锁定设备和重置密码以及对设备中的数据和目

录加密。

不同于消费类设备，借助 Mx Extensions， 

Hallmark 能够完全控制是否部署安全和操作系统

更新。

Harmon 表示：“我们有 13500 部设备。在设备被

发出后，五年内我们不希望再见到它们。我们需要

能够以远程方式做一切。我们需要能够推送应用

程序，升级软件和同步数据，无需员工进行任何

操作。”

Mx Extensions 还使 Hallmark 能够定制 TC55 设备

的主屏幕，因此，用户至能够访问 Hallmark 批准

的应用程序，例如，其在线时间跟踪系统。

打造更加强大的设备
Harmon 表示：“我们充分利用 Mx Extensions 的

功能。打造比您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任何 Android 设

备都更加安全、耐用的设备。使用针对 Android 操

作系统的 Mx 插件功能，我们能够确保 Zebra 移动

设备的安全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这令我们非常

高兴。”

被 Hallmark 以品牌“CrownConnect”命名的 

TC55 移动设备 — 还能够轻松地与 Hallmark 的 

SAP 零售执行应用程序以及 Hallmark 所使用的定

制 SAP 软件集成。

“我们的 Zebra 合作伙伴迅速解决了一系列其他厂

商不能解决的问题。消费类设备公司并不在意与你

建立合作伙伴以满足你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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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能够以

远程方式做一切。

我们需要能够推送

应用程序，升级软

件和同步数据，无

需员工进行任何操

作。”

— Joe Harmon，Hallmark 

技术总监，大众渠道销售

与服务

不过，我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如今的 

BYOD (自带设备办公) 市场，也没有能

真正支持您所需要的企业级远程管理和

安全功能的消费类设备。”

— Joe Harmon，Hallmark 技术总监，大众渠道销售

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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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有关 TC55 触屏数据终端能够如何为您的零售业务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ZEBRA.COM/TC55。

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对于我们的成功至关重

要，每个人的合作意愿对于满足我们的部署

计划起了重要作用。”Harmon 如是说。

为更加高效的未来而工作
未来几年，Hallmark 计划进一步扩大 TC55 

设备的使用。公司已经制作了培训视频，可

供其员工在设备上观看。

Harmon 指出：“40% 的员工流动率在零售

业并非罕见，这意味着我们每年要培训数以

千计的新员工。因此，能够改进我们的员工

培训工作并帮助员工快速胜任工作的任何事

情都能够迅速提高我们的生产率。”

此外，TC55 所具有的追踪地理定位数据和其

他信息的能力为 Hallmark 提供了有关日常现

场运营更大的洞察，支持在今后若干年进一

步增强生产率。

Hallmark 计划使用 TC55 设备的地理围栏

功能，使员工能够在进店时即进行签到，从

而简化时间跟踪。它还能采集其他信息，例

如，其零售业务员在各店所花的时间，他们

如何快速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以及

他们确切完成的任务。

通过让主管能够根据需要而非根据预先制定

的计划动态地将员工派往零售位置，这将帮

助 Hallmark 更好地对员工进行管理。

Harmon 表示：“设备所具有的采集有关我们

零售业务员日常工作的数据的能力将为我们

提供许多优势。我们甚至还未开始充分挖掘

这些优势。”

设备所具有的采集

有关我们零售业务

员日常工作的数据

的能力将为我们提

供许多优势。我们

甚至还未开始充分

挖掘这些优势。”

— Joe Harmon，Hallmark 

技术总监，大众渠道销售

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