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新零售企业 IT 解决方案

零售业是一个与人们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2020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9.2 万亿元。不过，随着网络和各
种新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传统实体零售业整体出现下滑。2018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的零售额仅增长了 0.7%，
传统的零售方式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消费方式和习惯的改变。但同时，有数据显示，看似热火朝天的网购，其零售额的增长
速度也已经减缓，电商线上零售红利开始见顶。
因此，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
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开始出现，
并快速发展成为消费新模式，衍生出多种新业态，被称为“新零售”。有预测数据显示，到 2022 年，中国新零售市场规
模将达到 1.8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5%。
在新零售的发展中，新技术的力量功不可没，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除了移动支付和物流业外，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互联设备、AR/VR 等新技术的兴起，都为新零售提供了软硬件技术基础。据统计和预测，
2018 年，我国新零售科技市场规模达到 1629.71 亿元，估计 2020 年市场规模会达到 3000 亿元。这些新技术的实施都离
不开数据的支持，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可以进行与销售、客户关系、精准营销相关的决策和规划。

如果您是一家这样的小企业：
正在从事
——以新零售的模式销售和运营店铺，如：线下和线上结合、社交电商、无人零售、生鲜电商、
传统电商、新实体店等，需要开发相关的应用软件或搭建运营平台，并存储相关数据；
——或专注于为新零售商家提供相关的定制化软件，包括新零售平台的定制开发和维护、定制化
小程序、APP、应用软件，以及为新零售商家的小程序、公众号、数据平台提供外包运营；
——或为新零售商家提供大数据相关的服务，如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

同时，面临着企业规模小，预算有限，可能没有专门的独立机房的状况。但在企业运营和软件开发、数
据分析中有以下 IT 需求：
•

需要高效、高性能的 IT 设备，以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超大的存储空间；

•

需要便携、待机时间长的可移动设备，在不同的测试环境下，满足编程和软件测试需求；

•

需要安全稳定的 IT 设备和可移动设备，支撑交易和支付运营平台持续不间断工作；

•

需要自动备份系统，能保证企业海量数据的安全可用需求。

新零售行业的业务痛点与 IT 需求
线上线下应用快速更新和响应是业务发展的基础
新零售是在传统零售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发展的零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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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的营销模式、促销活动、手机 APP、移动小程序

大数据分析是新零售的关键环节

等不断出现和更迭。这就要求支持这些新应用的软件，

大数据被称为新零售的大脑。在新零售的业务

不但要快速开发，还要随时升级迭代。因此，缩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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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开发和上线周期，并快速升级更新，成为当前新
零售业务运营的技术支撑和行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
款新零售应用软件从提出应用需求、代码开发、测试，

流程中，从最初的店面选址和设计、采购和补货、
市场营销、需求规划、订单管理，到仓储、销
售、物流运输，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可

到最终上线，整个周期不再以年、月来衡量，而是缩短

能产生大量的数据或需要大数据分析来支撑决

至天，并且客户的需求还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例如电商

策。例如，零售商通过对大量的销售数据、库

平台上的促销活动几乎天天都有变化，对这些应用软件

存数据进行分析，调整销售策略和制定促销计

的更新速度有严格要求。为了保证软件的快速开发、测

划；商家通过对消费者精准画像和购物行为分

试和迭代，IT 需能迅捷响应业务需求。同时，一个软件

析，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最大程度设计匹配满

的成功开发，往往是一个或多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足需求的商品，并提供最优化购物体验；通过

甚至是跨平台的，这就对 IT 的性能、可靠性、稳定性、

对客户消费习惯和商品浏览轨迹的分析，进行

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商品的精准推送和营销，既满足客户需求，又
能提升销售量。对海量数据的实时和准实时分

7×24 小时“不打烊”是保证客户体
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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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成为新零售企业销售决策和提升业务量、增
加客户黏性的重要环节。因此，这就要求 IT 支
撑系统拥有高性能的计算能力和快速处理能力，

新零售与传统零售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新

以及大容量存储能力，满足企业大数据分析和

零售全天 7×24 小时“不打烊”，消费者可

数据存储管理的需求。

以随时随地进行商品查询、在线下单和支
付、售前售后咨询，以及物流查询，而且
越是 8 小时之外业务量可能越多，特别是
促销活动和购物高峰期，例如“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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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的备份和安全管理是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数据是新零售实现“人 - 货 - 场”关系重构的最根本的驱动

节假日等。因此，只有保证业务“永远在线”，

因素，再小的商家也需要有自己的数据。在新零售中，库存

线上 / 线下交易和支付平台全天候安全稳定

数据、销售数据、物流数据、客户数据、供应链数据等，这

运营，业务高峰期系统不宕机，才能为客

些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对数据的安全存储和管理则

户提供良好的体验。因此，小企业需要搭

是保证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此，企业需要搭建可安全

建稳定、安全的 IT 运营平台，以及可随时

存储、备份和管理海量数据的备份存储系统，使企业的各种

随地办公的 IT 移动平台，保证业务的安全、

数据不丢失、不泄露、安全可用，同时数据管理和备份简单、

稳定运营和连续性。

易操作，具有较低的 TCO。

戴尔解决方案推荐
应用软件开发和测试
应用场景

方案特点

• 软件测试效率低，测试过程需要可同时针对多款软

• 戴尔方案中所提供的虚拟化功能，可在一台服务器或台式机中

件进行测试的测试环境，同时软件多开不宕机，迅

同时建立不同的软件测试环境，同时测试多款软件，提升了工

速响应不蓝屏；

作效率，降低了成本；

• 软件开发过程中有大量的代码版本需要管理和备份，
要保证代码的安全不泄露，同时大量的多版本代码
需要大容量存储；
• 软件开发人员经常处在不同的办公环境中，移动性
强，对设备的性能和便携性要求高，并能方便扩展。

推荐产品

• 戴尔方案大容量存储可使软件代码管理系统稳定运行，保证软
件代码的安全，并能简化代码管理，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 轻薄便携的笔记本电脑为程序员顺利工作提供保证，并能让
程序员在任何办公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电脑不会宕机和中
断。

进阶级

入门级

• 基础架构

• 基础架构
基础虚拟化服务器
PowerEdge T440 塔式服务器（无机房）、
PowerEdge R540 机架式服务器（有机房）

主流虚拟化服务器 PowerEdge R740 机架式服务器
存储节点
PowerVault ME4012 存储

千兆电端口交换机
Networking S3124

千兆电端口交换机
Networking S3148

• PC 设备
软件开发台式机
Vostro 3881

• PC 设备
软件开发台式机
OptiPlex5080

移动编程笔记本
Vostro 5502 或 Latitude 3510

移动编程笔记本
Vostro 7500 或 Latitude 5511

大数据分析
应用场景

方案特点

• 企业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实时采集、处理、分析和存储，

• 戴尔服务器 + 存储 + 网络的方案满足企业大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需要实时或准实时快速响应，分析准确，需

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和大容量存储能力，使数据

要建立具有高性能计算能力的系统；

分析快速、准确，并提供数据分析图像化呈现；

• 企业的海量数据包括销售数据、客户数据等面临着存
储和数据安全保护问题，需要大容量的可靠存储；
• 小企业的预算有限，且没有独立的机房，需要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 保证大数据分析过程中数据的安全和系统的稳定可靠，
为新零售企业提供准确的客户分析和个性化营销等；
• 系统具有高性价比，满足小企业用有限的资金建立大
数据分析系统的需求。

进阶级

推荐产品

• 基础架构

入门级
• 基础架构

管理节点 PowerEdge R440 机架式服务器
高性能计算节点
PowerEdge R740 机
架式服务器

计算节点 PowerEdge R740XD 机架式服务器

千兆电端口交换机 Networking S3124

存储节点
PowerVault ME4012 存储

• PC 设备

高性能高扩展台式机
Vostro 5880

千兆电端口交换机
Networking S3148

• PC 设备

台式机 OptiPlex 7080

平台建设
应用场景

方案特点

• 新零售包括线上 / 线下交易和支付，业务需要 7×24

• 戴尔方案可支持新零售小企业的支付和交易系统全

小时不间断，要保证交易和支付全天候的业务连续性，
并在业务量激增时，如双 11、节假日以及举办促销活
动，系统稳定、安全，不宕机；

天候工作不中断，并能在销售高峰不宕机；
• 戴尔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方案可支持长时间开机稳
定运行，对办公环境要求低，支持随时随地高效办

• 新零售企业办公环境不确定，移动性强，需要随时随
地运营和管理平台；

公的需求；
• 戴尔方案具有高存储能力，可存储和管理新零售企

• 企业具有大量的交易数据、客户数据需要大容量存储。

业大量的交易数据和客户数据。

进阶级

推荐产品

• 基础架构

入门级
• 基础架构

PowerEdge R540 机
架式服务器 X3 台
PowerEdge R440 机架式服务器 X 2 台

PowerVault ME4012 存储

交换机 Networking S4148U

PowerVaultME4024 存储

• PC 设备

• PC 设备

笔记本 Latitude 5420
台式机 OptiPlex 5080

无忧数据备份
应用场景

方案特点

• 新零售的核心是数据，企业有海量数据需要实时存储、

• 戴尔方案为小企业大量、宝贵的数据提供安全保护

备份，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随时可用；
• 小企业人员有限，尤其 IT 技术人员缺乏，希望数据能
自动备份，备份过程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和管理，并降低企业数据备份和数据保护的成本；
• 戴尔备份方案可帮助小企业无需人工操作即可自动
化进行备份，简化 IT 管理，降低人工成本；

• 备份系统的采购和安装过程复杂、周期长，小企业又

• 戴尔备份一体机将灾备软件和硬件集成一体，方便

缺少专业人员，希望备份系统易于安装，快速部署，

小企业安装和部署，解决小企业缺少 IT 专业人员的

简化管理。

困难。

推荐产品
• 备份一体机

推荐一：备份软件 + 磁带机
PowerVault TL1000 自动磁带加载机 + DPS 备份软件

推荐二：备份一体机
EMC DP4400 备份一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