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案例
TESCO

TESCO

Tesco 是英国最大的零售商，拥有 3330 家门店，员工人数超过 300000。除了实体店，Tesco 

还通过 www.tesco.com 经营在线业务，已围绕伦敦开设了 6 个专门的在线配送中心，以履行家

庭购物订单。这些中心对 Tesco 的现有战略形成了补充，可迅速从零售店分拣在线订单。

Tesco 一直是移动计算技术的率先应用者，将这项技术广泛用于其所有业务运营。在仓库和配

送中心部署移动数据终端和打印机以优化存储位置和分拣工作流。Tesco 的交货司机依靠移动

数据终端来查看其调度安排，对装卸的货物进行扫描并且采集 PoD。在 Tesco 的零售店中，

手持扫描器使顾客能够在购物的同时进行扫描。Tesco 共有 120000 部 Zebra 手持数据终端、

扫描器和移动打印机，维持这样庞大的设备群离不开斑马技术服务团队所提供的针对设备的调

试、支持和服务。在一系列优势中，Tesco 看到了顾客能够进行即购即扫所带来的销量增加；

库房运营效率和生产率的优化；通过设备实现的更高的业务可靠性以及移动计算所能最大限度

获得的投资价值。

客户简介

企业

Tesco Plc

地点

英国

行业

零售

斑马技术产品

•  120000 部设备 — 终端包
括：

- 在线业务：

• 将手持扫描器用于分拣，
为司机提供手持数据终端

• 配送中心：

• 适用于分拣人员的可佩
戴数据终端和指环式扫描
器，用于交货卡车的车载
数据终端，适用于司机的
手持式扫描器以及用于叉
车式升降装载车的移动
打印机

• 店内：用于即购即扫的手
持式扫描器，用于库存控
制的降价标签打印机和手
持数据终端

斑马技术    

优化效率和顾客体验 
TESCO 借助移动计算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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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技术销售支持热线：4009201899 
( 注：如果您是铁通用户，请发邮件至contact.apac@zebra.com咨询 )

了解更多产品和行业应用：www.ze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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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库存检查：涵盖 Tesco 的设
备群，包括店内、配送中心
和在线业务。

• 库存分拣：店内、配送中心
和仓库

• 追踪和追溯：包括在整个供
应链中追踪订单，对于在线
业务和仓库到商店交货提供
交货证明

• 降价：针对易腐和销售产品
进行店内价格下调

• 个人购物：针对个人购物应
用的店内扫描

优势：

• 准确的库存定位：在店内、
仓库和配送中心优化库存
控制

• 高效的流程：改进的工作流
提供更高的库存盘点、分拣
和清点效率。

• 增强的数据采集：从整个企
业实时采集运营数据，以提
升分析和性能。

• 增强顾客服务：顾客越来越
青睐个性化购物，以减少排
队等候和增加销售

移动计算被融入 Tesco 并且提供广泛的优势，其中包括实时数据采集、更
流畅的工作流、更清晰地了解库存状况、增强的数据采集和更好的顾客体
验。Tesco 拥有超过 120000 部 Zebra 设备，为了最充分地发挥这些设备的
价值，需要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安装、维护和更新。Zebra 的服务团队可帮助
实现这些目标，负责对每部设备进行调试，提供支持和帮助台服务以及下一
日替换。既定的成本、预定义的目标使 Tesco 获得了移动计算的所有性能优
势且不会受制于此类大型设备群所固有的挑战。

挑战
Tesco 拥有 120000 多部斑马技术手持、可佩戴和

车载数据终端和移动打印机，因此，企业需要最佳

的方法来高效地对这些设备进行调试、管理、服务

和支持。

解决方案
Tesco 与斑马技术的服务团队合作来监控设备。一

个主要的解决方案是调试。服务团队使用 Zebra 的

移动服务平台 (MSP) 来扫描条码以快速地将相关软

件安装到各个设备中。此外，还会进行完全验收测

试以确保每个设备 — 无论是手持式扫描器还是具

备语音控制功能可用于库存分拣的可佩戴数据终端 

— 都能在运抵现场后即时可用。作为流程的一部

分，各个产品的序列号被计入集中数据库以进行资

产追踪。各个维修站还会订购新设备，通过在线流

程自动进行订购并由 Zebra 的服务团队履行订单。

斑马技术还提供针对各个设备的服务和支持并且定

期走访 Tesco 以审查设备性能。最近，建议对安装

在 320 个店中用于个人购物的手持式扫描器进行前

瞻性维修。斑马技术的工程师每两周会到各店走访

一次。工程师会在现场维护或替换商店报告存在缺

陷的所有设备；对各个设备及其充电座进行清洁；

并及时报告常见问题根源以进行问题根除。

对于所有其他设备，团队根据 FastTrack 支持合同

提供有保证的下一工作日更换服务。从备用设备池

为用户提供替换设备，同时对退回的设备进行维

修，然后加入备用设备池。

优势
Zebra 服务和支持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设备在整个业

务环境中能够始终保持正常高效使用。这确保了 

Tesco 可以从其移动计算投资中获得最大价值。

此外，Zebra 团队对 Tesco 的业务非常了解，能够

前瞻性地建议对 Tesco 的设备群进行变更并提供

主要的性能优势。例如，它建议对配送中心的工作

流进行调整并使用指环式扫描器和语音激活的可佩

戴数据终端来替换手持式扫描器。技术和工作流的

变化显著增强了分拣准确性和订单完成速度。同样

地，对店中用于个人购物的手持式扫描器进行前瞻

性的维修会使返修率显著降低。

随着顾客个人购物的日渐流行，增强扫描器可用性

意味着设备始终可供顾客使用，以帮助提升顾客服

务，通过已被证明可增加销售的即购即扫方式来增

强顾客参与度。

Zebra 的服务团队根据针对设备可用性、服务和

支持的关键绩效指标开展工作。反过来，Tesco 

在每部设备生命周期中承担既定的服务成本。因

此，Tesco 能够获得针对移动计算平台运营成本以

及运营方式的长期可视性，同时还能使其 IT 人员能

够集中精力于在业务的其他方面提供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