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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 
 

   ◆ 来自一个上海的外企客户（SAP 管理软件运维服务商和咨询服务商 ASIALINK）的 IT 负责人的评价： 

 国津软件 AHOOVA ITSM 在我们公司应用得很顺利，现在我们的 IT 服务也得到公司内广大用户们和公司外我们所

服务的广大客户们的好评，这实在是我们团队的一大成绩！AHOOVA ITSM 已经在很多行业的企业成功实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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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经成功地与多种第三方软件（例如各类呼叫中心、网络监控、远程工具等等）整合，产品质量、成熟度都很高，产

品实施、落地都很有章法、很有保障，并且开发团队和客服团队一向都快速积极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服务做得很周

密、响应也很快速。这些可能也与他们管理层的外企背景有关。 

 

   ◆ 2013 年 5 月来自一位北京汽车行业客户的 IT 负责人的表扬信： 

    很高兴看到你们的产品在今年又有了很多的更新改进，你们的产品变得越来越棒了! 我们曾讨论了很多我们的一些

定制需求细节，发现贵公司已经实现了我们聊过的大部分内容，果然技术实力非常深厚！ 

 

1 综述 
 

 

1.1 总体背景；国津软件 Ahoova 是做什么的？ 

ITIL 即 IT 基础架构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ITIL，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由英国政府部

门 CCTA(Central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y)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制订，现由英国商务部

OGC(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负责管理，主要适用于 IT 服务管理（ITSM）。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ITIL

的思想和方法被广泛引用，并进一步发展。 

 

ITSM 的广泛应用，是大时代的大趋势; 企业们利用 IT 淘金的时候，Ahoova 提供淘金的钢铲！ 

通俗、概括、简要地来讲，国津软件是 ITSM/BSM（IT 服务管理/业务服务管理）解决方案提供者，

给广大企业和各类组织提供依据 ITIL/ISO20000 国际标准自主开发的、适用于 IT 服务的资源管理软件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for IT Services,Ahoova）并且提供相关的咨询、实施与服务，也

包括与网路监控系统和呼叫中心等等关联系统或工具无缝集成的全套 ITSM 服务解决方案。 

 

【*】具体的来说，企业或者机构里面会遇到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1、企业发展壮大了，信息化水平也日益提高，日常运营也日益依赖强有力的 IT 系统支持的时候，如何有预见地保

证这些系统或 IT 资源可靠运转、不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有无一套已经定义好的流程管理机制能将可能的负面影响

控制到最低？如何让可能出现的差错可预见？有无国际标准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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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部门的人，打电话向 IT 部门求助，常常不知该找谁，怎么办？企业的业务人员与 IT 如何有一个良好有效

的沟通平台？ 

3、现实情况是，随着公司或单位的信息化迅速发展、多种多样的软件应用系统都已经上线使用了，同时也带来了

IT 运维管理、IT 服务管理上的问题；因为众多用户在使用多个软件应用系统时提交的事件、故障、请求等等纷繁复杂、

每个月平均都有 2000 多个，跟踪和监控都遇到很大的麻烦、轻重缓急难以确认、有时甚至有漏单、丢单的情况，故障

根本原因无人分析、或者有分析而没有记录…… 公司急需一套事件跟踪和控制系统来规范管理、并且有相关的软件系

统来实现相关的管理规范和操作流程的落地。如何提高服务的执行力？答案就是，要有一套规范的工作流程，而且最好

有软件系统支持以实现流程自动化。那么，IT 部门的服务操作和实践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是最好的？ 

4、IT 部门的服务质量究竟怎样？是否可量化而且可视(Visible)？IT 部门如何量化给业务部门提供服务的质量？相

关的服务协议如何定义？ 

5、IT 服务类的企业或部门，如何令所有团队成员的工作质量和任务跟进状态可视、可监控？IT 部门工程师们的工

作绩效究竟如何？ 

6、业务部门提交的服务请求或者故障，如何有效记录和跟踪？有无记录数据和整套相关的报表可以考核？在服务

统计和监控方面，企业面临着: 如何使企业、公司或组织机构服务体系具有可见性、控制力和高效率？如何做到按月、

按周、甚至按日统计生成在服务网络、网站或呼叫中心发生的客服活动的详细报表？比如说服务使用了哪些 IT 元素；

哪些客户正在接受服务；支持等级、服务时间和成本如何；谁正在内部管理服务；谁正在支持服务等；企业决策者如何

收集服务过程中的随机状态和周期报告，分析根本原因、解决其中的根本问题，不再凭感觉和实际经验去处理问题。 

7、如何提前预知、预防 IT 系统故障的发生？如何有效做得事件过程控制（事前预知、事中监控、事后总结积累知

识）？ 

8、IT 部门花了公司很多钱，这些资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企业里面防范 IT 与

Business 脱节？企业的业务运营目标与 IT 的运作如何能保持高度一致？如何让 IT 资源真正转化成企业的利润？这些

如何做量化的考核？ 

9、企业内的 IT 服务成本、运营成本如何控制？IT 部门的组织架构，如何设置，才能保证这些有效的服务？ 

10、所有的 IT 固定资产，是如何管理的？如果某个 IT 设备或系统出了故障，如何保证快速解决？如果某个 IT 设

备或系统需要升级或变更，如何保证公司的业务正常运行、不受影响？企业内庞杂的 IT 配置项（可以构成企业内的一

个“云”），如何有效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不至于当发生某个配置项变更的时候，无人知道会对其它的系统有什

么后续的影响。 

11、IT 部门内部的知识传承，是如何保障的？知识库如何创建、维护和管理？或者，这样的知识和经验如何不依

赖于某个 IT 工程师？如果他离职了，怎么办？难道不需要相关的流程来规范这些操作吗？ 

12、在服务高峰时期，如何并发处理 IT 服务请求？如何不再依赖书写白板和 Excel 电子表格、Access 数据库之类

的软件，甚至是基于纸介质的需要大量繁琐手工处理、效率低下的服务模式来进行日常运作？如何管理、跟踪、分析一

个服务请求或维修单在企业服务网络中的进程和操作细节？ 

13、如果企业已经决定以 IT 服务管理的国际标准 ITIL/ISO20000 来规范上述相关的运作，如何用一套流程管理软

件来让这个标准在企业里面真正得以执行、落地？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7 of 102  

14、美国大品牌的 ITSM 软件例如 Remedy 成本太高、实施难度也较高、技术支持也难以快速有效；如何找到经

济实惠、服务快速有效而又功能强大的性价比很好的 ITSM 软件？ 

 

显然，要解决上述问题，企业所需要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管理系统，而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它所承载的是

先进服务管理理念，并由强大的业务流程所支撑，同时还要具备高度适应性的软件和系统架构。 

这个 IT 服务的资源管理（ITSM），是有一套国际标准可以遵循的、叫做“ISO20000”或者“ITIL”，就像我们见

过的工厂的质量管理有 ISO9000 一样。“ISO20000”或者“ITIL”要在企业里面真正落地，是需要软件系统来支持的，

否则如果靠手工实现，会非常麻烦而且不可能实时管理。 

 

国津软件就是做这样的软件系统并提供相关的服务的。 

 

 

 

【*】开源节流 - ITIL 和国津 Ahoova 软件系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1. 开源：帮助企业更快更多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 因为: 

 ITIL 体系规范和相关软件系统的实施, 使得 IT 被看作能直接给企业带来效益的部门，能帮助企业通过流程

化管理提升 IT 服务水平, 企业的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通过 Ahoova 服务管理软件建立起一个良好有效的沟

通平台，让 IT 的目标更好地和业务目标整合统一, 这样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每个业务部门的用户，因为得到了更快更好的 IT 服务，业务处理也会更加顺畅快捷。 

 IT 系统严格的变更控制, 既能使 IT 系统平稳运作, 又能保证 IT 系统的升级或变更对正常业务运作只产生

积极的作用. 

 服务水平协议 SLA 的引入，使企业能直观量化地考核 IT 运作和服务的质量。 

 

2. 节流：帮助企业节省成本, 因为: 

 所有 IT 团队成员的工作质量和任务跟进状态可视，这也使得 IT 服务成本、运营成本得到控制； 

 IT 组织人员配备也依据 ITIL 标准得到合理的设置； 

 IT 配置项、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企业“内部云计算”也得到有效的建设和管理，也避免了相关

的管理混乱所带来的成本。 

 通过知识库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企业内部的知识传承不因为人员变动而缺失；同时也使得普通终端用户能

借助“自助查询知识库”来降低 IT 支持的成本。 

 IT 系统故障率的降低, 也能直接减少由此带来的业务上的损失. 

 每个业务部门的用户，因为得到了更快更好的 IT 服务，业务处理也会更加顺畅快捷， 同时也降低了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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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带来的业务拖延和故障，大大降低了相关的成本。 

 

就 IT 部门来讲，在投资回报方面，参考 ITIL 来考虑 IT 投资，就很容易定义期望的收益，并对收益进行度量。同时，

可以明确地建立一支担有共同责任和义务的、多技能的、跨组织的合作团队。由于相互信赖程度的加深，用户与 IT 人

员之间将不再会互相指责，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形式，改变其"救火队"的形象。 

 

   如果您是企业管理者，ITIL 能够帮助您： 

   ◇ IT 从规划到实施到运维更加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时获得更高的 IT 服务体验 

     ◇ 确保 IT 流程支持业务流程，提高企业整体业务运营的质量 

   ◇ 推进 IT 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沟通，也增进 IT 部门与业务部门的相互融合，变 IT 部门由成本中心为利润中心； 

   ◇ 减少了冗余和重复的工作，提高了 IT 客户和业务人员的生产效率 

   

 如果您是 IT 部门负责人，ITIL 能够帮助您： 

   ◇ 了解业界领先的 IT 服务管理模式，熟悉业界领先的 IT 管理最佳实践 

   ◇ 学会让 IT 部门为公司创造新的战略竞争力 

   ◇ 让企业内部客户对 IT 有更合理的期望，更清楚为达到这些期望你们需要付出什么 

   ◇ 让部门中的 IT 员工更清楚对他们的期望，有合适的流程和相应培训来确保他们能实现这些期望 

   ◇ 加强个人的 IT 服务管理工作技能，成为 IT 界的 MBA，向管理型的 IT 人才发展 

    

如果您是 IT 部门的运维操作人员，ITIL 能够帮助您： 

   ◇ 了解业界领先的 IT 服务管理模式，熟悉业界领先的 IT 管理最佳实践 

   ◇ 加强个人的工作技能提高工作表现； 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从而胜任更多的工作 

   ◇ 当软件或硬件不再使用时，可以及时取消对其的维护及相应的维护合同 

   ◇ 加强个人的 IT 服务管理工作技能，成为 IT 界的 MBA 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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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ITIL 能够帮助您： 

   ◇ 提高了 IT 人员的生产效率、士气和工作满意度，IT 部门的管理更加有效、方便 

   ◇ 使企业更好的使用人力资源，提供用人标准, 向客户证明 IT 员工的能力； 

   ◇ 获得 ITIL 证书的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使企业更成功地完成 IT 工作； 

    ◇ ITIL 证书是员工前进的动力和挑战。 

【*】英国克拉克实施 ITIL 软件前后的状况与体会 

我们先谈谈该客户实施 ITIL 前后的状况：  

  ITIL 起源于英国，作为英国公司，经过多年的 ITIL 实践，目前克拉克的 ITIL 应用是非常完善的，笔者是国津软件

Ahoova-ITSM 系统咨询师，曾亲手参与克拉克公司大中华区的这个 ITIL 实施项目。克拉克 IT 服务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每时每刻都在无形地运作；例如，任何一次可预测的数据中心停电，都需要通知英国总部的 Change Control, Change 

Control 人员会将这个 Change Request 记录进系统. 然后总部的变更委员会(Change Committee) 会及时决定是否

需要提前关闭相关的 IT 设备，例如 Servers 等等。如果因为这样的事件有什么后续的问题，相关的 IT 分析人员也可以

方便清晰地追踪。 

  任何的变更，大到升级全公司的服务器，小到某个用户更换了电脑或者重装了电脑，全部在 ITIL 软件系统里面有

记录，可追踪(Trackable)。特别的变更，除了给出变更的操作办法之外，还有变更万一出了问题，如何将相关的系统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CMDB 里面清晰地定义了所有配置项(Configuration Items)之间的关联关系，所以任何的变更会

引起相关的配置项的什么问题，都可以清晰地预测。所以有了这套 ITIL 系统，就避免了以往盲目变更带来的各种灾难

性的问题，以及许多公司的 IT 人员往往像灭火队一样盲目应付各类不可控的突发事件(ad-hocs)的状况. 

  总部 CMDB 会定期与全球各个分支机构当地的 IT 人员核查 IT Assets 的准确性，做相关的 audit。任何采购到货

的 IT 设备，当地的 IT 工程师必须立即帖了 IT asset tag, 并将 Tag Number 通知 CMDB。 

  又例如，所有的 IT 的故障呼叫，无论终端用户是通知 Helpdesk 解决还是直接找现场服务的工程师立即解决，

Helpdesk 一定会登记这条 Call 进入 ITIL 软件系统，工程师已经解决的 call，也必须补报这个 Call 给 Helpdesk.这样

保证全公司所有的 IT Calls 都记录了并得到检查跟踪与控制，并且便于进一步分析可能存在的更深层的更本质的根源问

题（Problems）。呼叫的种类大致分为 Incidents, service request, Change request, project request, task, query.

呼叫升级定义得也很齐全，从一线工程师，到 Team Leader, 再到服务经理，到 IT 总监。。。等等，依次为 Escalation 

level 1, Escalation level2, Escalation level3...... 

  公司实施 ITIL 系统，是由 IT 部门提出，通过高层管理审议决定，自上而下在全公司推行的。所有的员工都会在接

受了 IT 经理亲自主讲的相关的流程培训之后，依据 ITIL 的规定按照流程来操作，例如，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向 Helpdesk

提出 IT 请求、或报 IT 故障，主要通过电话、Email。借助 ITIL 的实施，全公司每年的 IT 预算更加清晰明确，也节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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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以往 IT 冗员以及 IT 服务质量不高所造成的成本。因为有了 ITIL 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作为指导，IT 部门的人员

配备也避免了很多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盲目性， IT Headcount 由此降到最低， 总部的五个一线 Helpdesk 工程师以

及八个二线 IT 支持工程师以各自的专长应对了全球上百个分支机构每月通过 ITIL 软件提交上来的大约 2,000 个 Calls，

包括各地的 Regional engineers 不能解决的 Calls。 公司的 IT 服务请求，有大约 60%到 70%，由 Helpdesk 一线工

程师立即解决。 每个月的服务报告也都有了详细的可度量的指标(measurable indicators), 例如 SLA achievement 

rates. 同时，IT 部门还定期向业务部门发放问卷调查，考察用户的满意度。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信息化离不开 IT 部门，IT 部门的管理更离不开 ITIL 标准的约束。而国津 ITIL/ITSM 软

件 Ahoova 产品正是这样一款解决企业 IT 服务管理的流程化软件！  

 

1.2 【*】ITIL 与 ITSM 的简介及行业背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英国商务部提出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ITIL）以来，ITIL 作为 IT 服务管理事实上的国际标准

已经得到了全球几乎所有 IT 巨头的全力支持。几乎所有世界 500 强的公司都已经实施了 ITIL。IBM、国津软件、惠普、

CA、BMC、ASG 等著名公司作为 ITIL 的积极倡导者，基于 ITIL 分别推出了实施 IT 服务管理的软件和实施方案。ITIL

在欧洲、北美、澳洲已得到广泛应用，全球 1 万多家在各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著名企业给我们带来了众多实施 ITIL 的成

功案例，通过实施 ITIL 大大改进了企业 IT 服务的质量，促进了 IT 与业务的融合。目前在中国国内，这方面的应用普及

程度和认识程度，比西方大约落后 5 年。 

 

【*】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如何在企业里面防范 IT 与 Business 脱节、让 IT 资源真正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如何让企业的 IT 真正转化成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ITIL-based ITSM System 就是答案。ITSM 的广泛应用，是大时代的大趋势，例如，ITSM 其实是云计

算赖以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企业的 IT 部门通过 ITSM 令业务产生更多利润，这样，IT 也就变成了“产出部门”，而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只会花钱的部门”。 

    专家们一致认为借助流程自动化、IT 流程管理工具，从实现 ITIL 最佳实践的角度看来，是最易介入、且让 ITIL 最

终完全融入业务的切入点。 

1.ITIL 体系规范和相关软件系统的实施，使得 IT 被看作能直接给企业带来效益的部门，能帮助企业通过流程化管

理提升 IT 服务水平，企业的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通过服务管理工具建立起一个良好有效的沟通平台，让 IT 的目标更好

地和业务目标整合统一，这样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每个业务部门的用户，因为得到了更快更好的 IT 服务，业务处理也会更加顺畅快捷。 

3.IT 系统严格的变更控制，既能使 IT 系统平稳运作，又能保证 IT 系统的升级或变更对正常业务运作只产生积极的

作用。 

4.服务水平协议 SLA 的引入，使企业能直观量化地考核 IT 运作和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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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 IT 团队成员的工作质量和任务跟进状态可视，这也使得 IT 服务成本、运营成本得到控制； 

6.IT 组织人员配备也依据 ITIL 标准得到合理的设置； 

7.IT 配置项、固定资产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企业“内部云计算”也得到有效的建设和管理，也避免了相关的管理

混乱所带来的成本。 

8.通过知识库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企业内部的知识传承不因为人员变动而缺失；同时也使得普通终端用户能借助“自

助查询知识库”来降低 IT 支持的成本 

9.IT 系统故障率的降低，也能直接减少由此带来的业务上的损失。 

10.每个业务部门的用户，因为得到了更快更好的 IT 服务，业务处理也会更加顺畅快捷，同时也降低了 IT 管理不

善带来的业务拖延和故障，大大降低了相关的成本。 

【*】ITSM 架构介绍 

上图显示的，是 ITSM 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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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 ITIL/ITSM 流程管理软件的模块关系图，显示出了 SLA 与 Locations 及 service catalog 的关系，也显示了 LDAP 的位置、

Self service 的位置. 

【*】ITIL/ITSM 在企业内 IT 管理层次的位置 

 There are different hierarchies in IT management framework inside a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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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简易的 IT 服务管理层次结构图 

 

1.3 【*】Ahoova 和 ITIL V3.0 的模块匹配关系 

 ITIL V3.0 的核心内容分别是：服务策略(Service Strategy, SS)、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 SD)、服务转移

(Service Transition,ST)、服务运营(Service Operation,SO)、持续服务改善(Continual Service Improvement,CSI)，

这些 ITIL/ ISO20000 的概念在 Ahoova ITSM/ITIL 软件系统里面是如何体现的？ 

 

上面说的 ITIL V3.0 的核心内容那几项划分只是 OGC 提出的 ITIL 理论概念性的提纲或者构成，如图所示；有些概

念性的行动，纯属于“线下操作”，例如，策略决策。目前市场上流行的 ITIL/ITSM 软件主要是实现“服务转移”、“服

务运营”“服务设计管理”“持续服务改善”这几个部分。服务策略则融于在实施软件和使用软件的过程当中。ITIL 的具

体的概念和流程等等在我们 Ahoova 软件的实施和操作当中，都会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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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服务转移或服务交付(Service Transition, Service Delivery)，体现在我们软件中，例如:变更管理、发布管理、

配置项管理、知识库管理、以及相关的报表等等； 

 服务运营(Service Operation)，体现在我们软件中，例如:服务台, 帮助台（ServiceDesk, Helpdesk）、事件管

理（Event Management,包括请求管理、故障管理、问题管理等等）、以及相关的报表等模块； 

 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体现在我们软件中，例如服务目录(Service Catalogue)的设计、服务水平管理(SLA

设计)、供应商管理、系统设置里面的一些参数设计（例如产能相关的设计）等等； 

 至于“持续服务改善”(Continual Service Improvement, CSI)，如图，在以上三个方面不断滚动实施的基础

上，IT 服务的生命周期得以不断提升。关于 CSI 这个方面，首先企业要定义哪些相关的指标需要量化而且能够

量化（measurable），而量化的目的要实现，肯定要借助于软件。企业上线实施 Ahoova 软件后就会发现 Ahoova

能帮助他们通过及时得到这些量化数据并且得以及时分析、从而得到持续的 IT 服务改善。软件里面相关的数据

表、数据库、数据过滤和导出功能、数据查询功能、各类丰富的报表这时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软件

系统协助，实现 CSI 是不可想象的。 

 而服务策略，制定好之后，能够体现在 ITSM 软件的实施和试用当中，但策略是需要企业 IT 决策人自己去定义

具体概念、做相关的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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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ITIL 是 ITSM 的最佳实践，ITIL 为 ITSM 提供创建了一组核心流程和专有名词、以及国际标准。 客户在使

用 Ahoova 系统的过程当中，就会体会到，我们的产品 Ahoova 作为主流 ITIL/ITSM 软件之一、不但能体现 ITIL/ITSM

的“操作层面”(Operational Level)、也能体现其策略层面(Strategic Level)；当然，要更系统地了解学习真正的

ITIL/ISO20000 理论概念，还要阅读参考 ITILV3.0 的具体说明内容，或者可以去上 ITIL Foundation 培训课。但是，

这些管理理念和标准要在企业里面真正落地，还是要靠一套 Ahoova 这样的 ITIL/ITSM 软件。 

 

1.4 【*】公司、产品简述 

国际上的企业家们现在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当今的企业不再是独立于信息技术之外了，不但利用而且拥有信息技术

服务，以服务于公司的市场竞争战略；IT 服务管理的好坏于是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竞争力。IT 服务管理的国际标准就是

ITIL/ISO20000。国津软件公司以多年来的专业积累、行业沉淀、以及对目前国际通行的 IT 服务管理标准“ITIL”的深

刻与成熟的理解和实施，致力于自主开发并为各类企业提供基于“ITIL”的 IT 服务管理系统， 协助企业让 ITIL 真正落

地, 并且可以让终端用户、业务主管和 IT 服务人员、IT 管理者共同参与管理的平台,协助企业管理内部或外部的 IT 服务，

以求协助广大国内外客户大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国津软件是 ITSM/BSM（IT 服务管理/业务服务管理）解决方案提供者，给广大企业和各类组织提供依据

ITIL/ISO20000 国际标准自主开发的、适用于 IT 服务的资源管理软件（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for IT 

Services,Ahoova）并且提供相关的咨询、实施与服务，也包括与网路监控系统和呼叫中心等等关联系统或工具无缝集

成的全套 ITSM 服务解决方案。 

国津软件公司立志于在全球 ITSM 行业获得长足发展，成为全球领先水平的 ITSM 软件以及相关咨询服务的行业领

导者之一。这是公司的长远目标。 

 

Ahoova 是珠海国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9 年开始自主研发的、基于 ITIL V3 和 ISO20000 国际标准推出的企

业级流程化 IT 服务管理软件（ITSM），产品国际化程度高，面向全球市场；包括基于 ITIL 框架的各类相关功能模块：

门户管理、请求（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配置项（固定资产）管理、知识库管理、服务级别管

理、云端 SAAS 应用、手机端应用等等，功能齐全。整套系统以 JAVA 开发，B/S 结构，历经多年的市场锤炼，产品精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16 of 102  

细化程度高，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安全性、跨平台能力、客户自定义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并且可以集

成其它的第三方主流企业级应用系统、呼叫中心等等。目前该产品广泛应用于海内外的金融、物流、高等院校、政府机

构、制造业及 IT 外包商等领域。 

 

国津软件从 2009 年 6 月公司成立开始就确立了我们软件产品的全球市场定位；公司的软件开发中心在珠海香洲，

美丽的香山之侧，国际营销中心设在上海；销售与市场则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全球。 Do it locally, think globally 是

我们的基本发展策略。对产品高要求的执着、站在客户的角度精诚服务、加上有效的执行力，是我们的创业之本。 

  Note: 我的产品已经有中文版（包括简繁体）、英文版，创业团队里面有专门的 Global Marketing Manager, 产

品和服务面向全球市场。 

 

如下图所示，国津软件首席顾问 2004 年 7 月在英国的企业实地考察 ITIL 应用时拍摄的场景，公司总部服务台正

在忙碌工作，墙上有监控服务台接电话表现的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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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津软件公司的创业历史与里程碑】 

【2009 年 6 月 1 日】国聿软件公司在珠海香洲注册成立。初创的开发中心和客服中心设立于珠海光明街，创始人

Armstrong He 为公司名、产品品牌取名“国聿”，（后来 2017 年 10 月改为“国津”，出自古语：“国祚永熙、津广怀

福”, 英文品牌为"Ahoova"）。 

 

【2010～2011】 

  2010 年 6 月，基于 ITIL 标准的、第一个简易专业版的 Helpdesk 软件在市场上推出，是国津 ITSM 产品的第一个

Prototype（原型）。 

  2010 年 7 月，国津软件团队开始正式设计 ITSM 产品开发架构，用 Java 开发企业级的全套系统。 

  2011 年 4 月，Java 开发的企业级正式第一个版本 ITILBase1.0 (后因为商标冲突问题、改名 Ahoova) 在市场上推出。 

  2011 年 4 月 28 日，国津软件拿到了中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011 年 8 月，第二代产品的第一个客户上海东洋工程(Toyo Engineering)与国津软件签订合同，开始使用产品。 

  2011 年 10 月 31 日，国津软件上海营销中心在徐家汇飞雕大厦成立，负责全国的营销策划以及华东区的销售工作。 

【2012】 

  2012 年 3 月，Seiko- Epson China 与国津软件签订合同，经过项目实施，同年 9 月份成功上线最新版本。 

  2012 年 3 月，杭州明朗服饰成功上线 Ahoova2.0；同年 4 月，第一个 SAP Partner 客户、Camelot-AsiaLink 与国

津软件签订合同，经过双方面对面的 4 天的系统需求分析之后、开始项目实施，9 月份成功上线最新版本。 

  2012 年 6 月 2 日，国津软件拿到了国家工信部/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双软认证

之一）。 

  2012 年 9 月，Ahoova2.0.3GA 在市场上推出。同时也完成了给客户们的产品升级。得到客户们的良好反馈。 

【2013】 

  2013 年 2 月，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进一步发展开拓北京以及华北地区的业务。 

  2013 年 3 月 18 日，公司拿到国家商标局正式颁发的“Ahoova 商标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品牌建设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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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公司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实施了 Ahoova ITSM 系统，树立了高等院校的行业标杆客户。 

  2013 年 9 月，凝聚了广大客户进一步的宝贵需求或意见、做出相应改进的 Ahoova Ver2.3GA 完成测试并推出最新

发布； 

  2013 年 9 月，公司成功签约上海韵达快递公司、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公司、以及安徽科大讯飞三家行业标杆客户，

并且开始这些项目的实施。同年 12 月，公司成功签约四川烟草工业公司下属的绵阳卷烟厂，并于 2014 年 1 月中旬成

功上线国津 Ahoova ITSM 系统项目。 

  2013 年 12 月 16 日，经过客户一个多月的 ITSM 产品试用、POC、和选型比较，公司成功签约中国平安集团下属的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陆金所），并于 2014 年 1 月中旬在该公司成功上线第一期 ITSM

流程管理系统项目。 

【2014】 

  2014 年 1 月 17 日，经过苹果公司 Apple App Store 一周的审核，公司顺利通过了该审核并且在 App Store 上架、

推出了第一个 iPhone 手机端应用的发布； 

  2014 年 9 月，国津 SaaS 门户以及第一个 SaaS 模型开发成功；同年 10 月，整合了众多客户实施过程中提出的产品

改进要求，开发部推出 Ahoova 2.4GA 成熟稳定版； 

  2014 年 10 月，中石化巴陵分公司成功上线国津 Ahoova ITSM 系统。 

  2014 年 10 月，国津软件与北塔软件合作、整合产品推出“中国平安城市解决方案”，并开始了辽宁鞍山的第一个项

目的实施。 

【2015】 

  2015 年 3 月 23 日，按照广大客户要求，包括了产品最新界面（UI）、最新手机端 App、以及重大的产品功能改进、

产品性能改进、底层框架升级的最新国津 ITSM 产品、Ahoova 2.6GA 成功发布。标志着国津第三代产品的成熟。 

  2015 年 6 月 26 日, 上海延华项目负责人正式签订了项目上线确认书、成功上线国津 ITSM, 实现了 IT 服务管理的华

丽转身； 

  2015 年 8 月初，经过国津北京的工程师 Faith 在青岛赛轮轮胎现场的项目实施，青岛赛轮轮胎成功上线国津 I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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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通过了项目验收；赛轮轮胎从此实现了主动的 IT 运维 (Proactive IT Maintenance); 提升了 IT 服务管理水平。 

  2015 年 12 月 25 日，经过国津软件工程师一周的现场实施，重庆同方二级 SaaS 模式的 ITSM 项目成功完成、顺利

上线； 

【2016】 

  2016 年 3 月 11 日，国津 ITSM 软件 On-Premises 产品 Ver3.0RC 发布，里面纳入了几个月以来客户们提出的最新

一批可通用的功能需求；例如，配置项表单的自定义、知识库评价、自定义类型继承等等一系列功能；国津团队一如既

往地持续优化升级、不断迭代发布 ITSM 产品，保持国内领先！ 

  2016 年 6 月，经过国津软件团队和客户工程师的半年多的努力配合和现场实施，国津软件 ITSM 系统在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能集团）成功上线； 

  2016 年 7 月初，经过两位国津工程师在客户现场两周的实施工作，太钢运维管理项目的国津软件 ITSM 流程管理软

件实施部分在太原钢铁集团实施完成、获得了太钢运维管理人员良好的客户满意度评价； 

  2016 年 7 月 18 日，国津软件太原产品研发中心正式成立； 

  2016 年 7 月 20 日，国津 Servitech ITSM 软件多租户的 SaaS 模式(Multi-tenant SaaS)标准版 Ver2.9、与配套的最

新 UI 的 Android 手机端 App、微信端 App 集成有了完整的配套发布; 同年 10 月，Ver3.1 得以成功发布；之后经过

两个多月的公开测试，Ver3.1 新版本的新功能点、也获得客户们的良好评价。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津软件公司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已经初见成效、获得高新企业入库资格，这也是对

我们公司以往正规的运营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公司的科技定位的一次肯定！ 

【2017】 

  2017 年 6 月 1 日，恰逢公司成立八周年，国津软件被珠海工商局评为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2017 年 7 月 17 日，本着一贯的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经过国津开发团队的不懈努力，国津 ITSM 软件 3.2GA 正式

发布，增加了客户们提出的三十点实际产品需求、让产品更加实用。 

  2017 年 7 月底，国津 Servitech ITSM 软件在山西阳泉商业银行成功实施、上线。 

  2017 年 9 月底，国津软件与伙伴公司合作、提供的 “一体化运维管理系统”之 ITSM 部分、成功在国务院国资委通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20 of 102  

过专家组验收审核、顺利上线使用。同年 12 月，整体项目通过了终验。 

  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名称以及中文品牌由“国聿”正式更名为“国津”，其义出自古语：“国祚永熙、津广怀福”, 

英文品牌定为"Servitech"。 

  2017 年 11 月 13 日，国津第四代产品、Servitech ITSM Ver3.3 之 Beta 版/Demo 版发布，里面增加了智能机器人

功能、而且将产品界面（UI）全部更新为第四代产品风格。获得广大客户们的好评！然后，2018 年 1 月 20 日 Ver3.3GA

稳定版正式发布！ 

【2018】 

  2018 年 8 月 17 日，比 Ver3.3 额外增强了 12 个功能的国津 Servitech 3.3.5GA 稳定版成功发布！里面增多了智能

语音、Python 脚本、加强的流程自动化等等“智能服务管理”功能！而且此次发布有了最新的自动化测试脚本技术、

大大缩短了产品发布的进度！ 

  2017 年夏天到 2018 年 7 月，成功上线了国津 ITSM 产品第一期或者第二期项目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上面提到的之

外、陆陆续续还有绫致时装（BestSeller）、欧普照明（OPPLE）、德国知名医疗设备公司、上海中医药大学、江苏统计

局、广州财政局、美国恩耐激光上海分公司（nLight）、北京软通动力。。。等等。都有相关的国津官网新闻，这里就不

一一单独列举了。 

  2018 年 8 月 28 日，城商银行的又一个标杆企业、长治银行顺利上线国津 ITSM 软件。这是国内城商银行 IT 服务管

理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事件之一。 

  2018 年 9 月初，超越 ITSM 范畴的 BSM(Business Service Management)产品在国津系统里面成型，标志事件是国

津项目团队顺利完成了国津 BSM 产品应用于国机智俊汽车质量控制系统(PQCP)的成功实施；具体的项目实施简报、

请参考相关的国津官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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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 服务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2.1 产品概述 

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是基于 ITIL 最佳实践和 ISO20000 国际标准理论框架，融合国津软件多年的 IT 服务管理成

功经验，完全针对 IT 服务管理职能部门设计研发的专业 IT 服务管理系统。 

产品定位：专业、易用的 IT 服务管理软件。 

Ahoova 系统结合全球 IT 服务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内置标准流程、分析报表、服务台、配置项管理等一整套专

业的服务台运营模型，实现 IT 服务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流程自动化，快速提升企业 IT 服务管理能力，

提升客户满意度。 

本技术实施方案的目标是使用 Ahoova IT 服务管理系统为客户建立一个全新的 IT 服务管理系统，具体来说包括： 

建立起以 Ahoova 为主体的 IT 服务管理系统，具体模块如下： 

 

 系统平台 

 服务台 

 请求管理 

 问题管理 

 变更管理 

 发布管理 

 项目管理 

 需求管理 

 服务级别管理 

 配置项管理 

 知识库管理 

 报表管理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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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Ahoova 系统应用架构图（即组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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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hoova 应用系统部署安装拓扑图 

 

2.1.2.1 Ahoova 技术设计的几个特色举例： 

 操作日志 

Ahoova 提供完备的用户在线日志、用户操作日志、错误日志管理，支持按不同时段、不同对象查寻日志，支持日

志搜索导出。 

用户在线日志：可以记录用户的在线日志，信息包括：登录时间、下线时间、登录用户。 

用户操作日志：可以记录全部用户对系统的任何操作记录，信息包括：用户、操作的方法、资源信息、资源 ID、

日期、响应时间。 

错误日志：可以记录系统在运行中全部的错误记录，便于管理员监控系统的运行情况，信息包括：日志名称、日志

大小、生成时间。 

 

 接口 

Ahoova 系统必须留有标准的外部程序接口，具备二次开发能力，可以根据要求对请求、问题、变更、配置项模块

进行定制开发。采用开放的 API 和模块化设计，能够实现与第三方应用的资源整合，以保证整个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

的无缝连接。提供标准的开次开发平台，提升了二次开发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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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通知功能 

Ahoova 运维管理系统提供对系统中的任务指派、请求回访、配置项过期、审批、处理响应、处理完成、请求关闭、

审批结果、SLA 逾期等全部操作，可通过邮件、短信进行通知，并且提供强大的通知内容模板自定义管理功能。通知

覆盖的模块有：请求、问题、变更、配置项。 

 

 可视化自定义流程设置 

提供 B/S 架框的可视化自定义流程设计功能，提供可见即所得的流程设计器，不需要对有编程基础，也可以通过

自定义流程功能设计出专业的流程。 

可快速布署应用制作好的流程，流程制作好后，通过流程布署管理页面，可快速将流程文件布署到 Ahoova 系统

中并使用。 

 

 定期任务管理 

计划安排：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周期性计划(天)、周期性计划(分钟)、一次性计划 

支持以下定期任务： 

 定期自动创建请求  

 SLA 到期自动升级 

 请求邮件定期扫描 

 请求过期自动转化为问题 

 配置项三类过期的检测 

 活动目录(AD)同步更新 

 自动发送报表  

 

 自定义扩展属性管理 

支持请求、问题、变更、配置项模块根据不同的分类设置不同的扩展属性，支持扩展属性的分组显示及排序功能。

可灵活的配置出不同的分类使用不同的扩展属性。 

 

 全文搜索功能 

类似于 Google 的简单关键字查询语言，支持请求、问题、变更、知识库全文搜索功能。 

 

 权限设置 

 系统根据 ITIL 标准划分了如下的角色权限： 

 IT 服务经理：常规服务管理,监控登记的呼叫系统和相关的 SLA 报表。为了保证服务交付和质量，协调与管理

其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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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台主管：这个角色是从用户那里升级请求,如果用户不满意的帮助台服务。它就是 IT 帮助台主管。 

 帮助台工程师(一线工程师)：如果有可能，所有途经都通过登记呼叫,回答客户的呼叫并且快速提交解决方案。

正常来讲，有 80%的，甚至更多的呼叫都会通过这个角色来处理。 

 二线工程师：做现场检查呼叫或者问题,或部署的变更。如果用户需要直接打电话给工程师，需要登记一条呼

叫到帮助台。 

 三线工程师：做 third-line 支持,可能有更多些专家支持。 

 四线工程师：从产品供应商可能有更多的专家。 

 问题经理：管理问题,从日常呼叫中，检索或找到问题,接受问题。这个角色也联系专家提供解决方案。 

 变更控制经理：控制所有的变更、协调和变更管理委员会成员。此角色也给呼叫会议和变更委员会成员。 

 CMDB 管理员：CMDB 主管是用来管理 CMDB,并确保数据是最新的。CMDB 主管也监控许可数。 

 知识库管理员：知识库管理是确保知识项在知识库中是最新的。对于某一标题这个角色也做一些培训,当用户

查找知识库时非常有必要的。 

 终端用户：当登记一条服务请求或 IT 故障的呼叫时，用户可以通过自助服务登记呼叫，或者通过直接在知识

库内在线查找解决方法 

 普通管理员：普通管理员,不能对基础数据进行相关操作。 

 系统管理员：对基础数据进行相关操作。 

 

 同消息队列交互（Interacting with Message Queues） 

消息处理和消息为基于服务器的应用程序组件之间的进程间通信提供了强大灵活的机制。同组件间的直接调用相比，

它们具有若干优点，其中包括：  

 稳定性 — 组件失败对消息的影响程度远远小于组件间的直接调用，因为消息存储在队列中并一直留在那里，

直到被适当地处理。消息处理同事务处理相似，因为消息处理是有保证的。  

 消息优先级 — 更紧急或更重要的消息可在相对不重要的消息之前接收，因此可以为关键的应用程序保证足够

的响应时间。  

 脱机能力 — 发送消息时，它们可被发送到临时队列中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被成功地传递。当因任何原因对

所需队列的访问不可用时，用户可以继续执行操作。同时，其他操作可以继续进行，如同消息已经得到了处理

一样，这是因为网络连接恢复时消息传递是有保证的。  

 事务性消息处理 — 将多个相关消息耦合为单个事务，确保消息按顺序传递、只传递一次并且可以从它们的目

标队列中被成功地检索。如果出现任何错误，将取消整个事务。  

 安全性 — MessageQueue 组件基于的消息队列技术使用 Windows 安全来保护访问控制，提供审核，并对

组件发送和接收的消息进行加密和验证。 

 

 国津 Ahoova ITSM 软件功能点里面的特别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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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定义流程、流程进展自动跟踪（例如，允许客户自己画流程图直接用于软件系统里面、以及流程进展

自动跟踪）、 

     * 自定义规则（例如，尤其是“SLA 规则可以和请求规则匹配实现自动计算请求的 SLA 时间”）、 

     * 自定义查询（过滤器）、 

     * 自定义视图（例如，登录后首页面板自定义功能）、 

     * 自定义报表 

     * 自定义请求、配置项表单 

     * 定时任务、定期巡检、人员行程管理、 

     * 配置项“面向对象建模”（方便了与其它第三方软件做相关的数据集成）、 

     * 配置项自动发现（CI 扫描工具里面的）、 

     * 模块可拔插、 

     * 多媒体全文搜索（全文检索功能）、 

     * 手机客户端应用、 

     * 支持跨时区应用； 

 

2.1.3 Ahoova 系统优势 

Ahoova 产品设计与服务始终遵循 ITIL, 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曾经多次去英国实地学习、考察 ITIL 在企业里面的应

用。 国津软件帮助您的组织、单位为 IT 服务管理构建更好的流程和管理系统，使您公司或单位的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

目标保持高度协调、一致。 

Ahoova 产品服务方面优势、差异化竞争优势： 

 服务快捷以及可靠的年度售后服务: 我们是以从公司的相关的各个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项目小组的形式为客户提

供服务，以便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客户提出需求或疑问，24 小时内服务团队就会给予答复。我们本身是研究

IT 服务管理的，自身的服务管理也是依据 ITIL 理念来做的。 

 依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可以定制（设置层面的、二次开发层面的）。 

 因为开发中心在国内，所以相比较国外的竞争对手，我们可以更快速、有效地响应国内客户“客户化定制”的

需求。而且，“能快速提供二次开发定制”是我们公司与绝大多数国内外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我们所具备的一

大优势. 

 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如一地只做一种专业产品、就是 ITIL/ITSM 软件，做到高精专；公司没有兼营任何

其它的业务。很多竞争对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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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在公网上免费在线试用，也可以下载安装试用版。 

 性价比绝对高于同行的外国产品。 

 用户友好性强，有操作视频、帮助卡、用户操作说明书等等文档或工具可供客户参考。 

 我们有快速优质的服务。专业的开发设计与服务团队。系统设计者都是有多年外企 IT 管理经验的专家。 

 普通终端用户能使用“自助服务”功能、可以和 IT 技术人员一起使用系统，因为系统是“B/S”结构的--终端

用户只要有网页浏览器，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软件系统只需安装到服务器端。 

Ahoova 产品功能和性能优势： 

（如需要了解产品各个模块的具体的全部功能点，我们另外有产品“全部功能点列表”，可以点击: 

http://www.fuwuguanli.com/pages/showSuccessStories.jsp?ids=245&_page=1 下载，或者参考本文档的附录。）  

 

 

 
如图：国津软件的移动端效果 

 

 Ahoova ITSM 有移动端应用（支持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钉钉、App），方便工程师们随时随地用手机更新

http://www.fuwuguanli.com/pages/showSuccessStories.jsp?ids=245&_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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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或请求或者提交故障，也方便 IT 领导随时随地用手机及时看到最新的事件状态统计。 

 完全依据当今全球流行的 IT 服务管理标准 ITIL 最佳实践的流程开发的，功能齐全(Ahoova 专业版包括：基础

设置、配置项管理、知识库管理、请求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报表等等模块)。客户可以选择部分功能购

买。有流程模板在系统里面供客户参考。 

 是在长期软件实施实践中不断被无数客户需求“千锤百炼”的结果；与无数国内外客户沟通实际需求并且不断

满足这些需求，让我们的产品日臻完善，而且适用于多种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客户。 

 是用最新的 Java 技术开发的：跨平台、扩展性、安全性比.NET 开发的都要高；最新 UI(User Inferface)技术开

发的 web-based 界面美观，友好性高； 

 强大的基础设置、客户化自定义功能：所有客户可能要自定义的，例如分类、工作时间、SLA、通知规则、流

程设计等等，都能够由客户自定义。 

 完全符合 ITIL V3.0 的理念和全套的流程定义。 

 故障/请求管理（也包括请求、任务/工单分派/升级规则、SLA/SLM，针对不同的用户或部门提供不同级别的服

务和达标标准，等等）。 

 配置项/资产管理、CMDB（也包括局域网内部的服务器/工作站配置信息扫描的功能，可扩展字段可以由用户

自定义。 

 知识库（面向用户或管理员的知识库，按类别及全文检索管理知识库）。 

 其它 ITIL 软件包 – 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可选功能模块）。 

 邮件集成（通过邮件提交请求/工单，并能将所有往来邮件都附着在相应的请求记录里面）。 

 项目/任务/活动管理工具（与故障/请求管理、变更管理、完全集成在一起）。 

 用户门户（通过 Web 提交请求/工单、查询请求、任务/工单状态、搜索知识库）。 

 Ahoova 任务日历 （IT 部门的人员登录系统后，可以看到与自己相关的任务日历。） 

 IT 技术人员、管理员和管理员组、工程师组、以及组织、机构中不同的角色、权限管理（账号和权限）。 

 IT 工程师的工作量、绩效考察。 

 服务请求完成后，终端用户的回访与跟踪。 

 提醒和通知（支持所有确定日期的提醒和通知 –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例如有新的请求、任务分配、变更审批

申请等等）。 

  强大的“客户自定义”能力、客户化定制能力：允许客户自定义流程、规则、列表的扩展属性、允许自定义字

段，客户所需要的“个性”字段可以自由设置；任何功能的表单里面，可扩展字段都可以由用户自定义。流程、

规则也都可以由用户自定义。流程引擎：流程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或修改，且有界面化的流程设计器。提

供 B/S 架框的可视化自定义流程设计功能，提供可见即所得的流程设计器。规则引擎：请求规则、通知规则、

SLA 规则等可在系统内灵活设置。 

 支持单点登陆（SSO）、与 LDAP 的用户信息同步。 

 跨平台能力（跨操作系统、跨数据库工具、跨浏览器），而且有强大的与其它软件系统接口和整合的能力。 

 报表工具（服务台、配置项/资产等等数据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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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语言环境支持（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很快还会扩展到其它语言）。 

 自定义系统定期任务：计划包括:日计划、月计划、周期性计划(天)、周期性计划(分钟)、一次性计划。支持：定

期自动创建请求 、SLA 到期自动升级、请求邮件定期扫描、请求过期自动转化为问题、配置项三类过期的检测、

活动目录(AD)同步更新、自动发送报表。 

 全文搜索功能：类似于 Google 的简单关键字查询语言。请求、问题、变更以及知识库都支持全文检索； 

 自定义邮件、表单内容模板（包括请求、问题、变更、知识库、配置项的表单及邮件通知内容模板） 

 Ahoova 系统留有标准的外部程序接口，具备二次开发能力，可以根据要求对请求、问题、变更、配置项模块

进行定制开发。采用开放的 API 和模块化设计，能够实现与第三方应用的资源整合，以保证整个系统与其他系

统之间的无缝连接。 

 强大的“集成第三方软件的能力”：对外提供多种接口，可与其它企业级主流应用进行集成，如呼叫中心、硬件

监控等。 

 配置项扫描工具，扫描的结果可以直接导入软件，方便配置项基础数据的录入。 

Ahoova 产品“6+1 差异化竞争优势” 

** “6”指的是、六个最新特色功能点： 

1. 服务地图与影响树； 

2. 需求落地流程； 

3. 智能机器人； 

4. 内置 Python 脚本引擎； 

5. 专业的“带跨行技术的”大屏展示； 

6. 与第三方监控工具/自动化工具可配置式集成的强化的 CMDB 与配置项建模。 

** “+1”指的是、一个特有的智能 IT 服务运营管理理念、智能 ITOM： 

     即包括五个环节的智能服务运营管理流程，集中体现了自动化的 ITOM 的实际场景；有相关的示意图。 

    最新“鸿运维系列”产品推出了 Servmap 服务地图功能——用户可以在服务地图中清晰地看出哪一部分的运营健

康状况不佳，然后依据影响树找出故障根源，或者从各类 IT 场景或者工具吸收 IT 事件（event ingesting）并筛选出

事故（incident）。紧接着，下一步就是、用 automation（根据规则）或者 orchestration（利用自动化脚本）两种方

法立即自动修复故障。详细情况请参考相关的五个环节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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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亮点 

上图所示:Ahoova 产品的十大技术亮点 

 

1、 Highly Integratable (可高度集成) 

 集成 Active Directory 

 集成 Exchange 邮件系统 

 集成外部邮件系统 

 集成短信服务 

 集成呼叫中心 

 集成 SVN 

 集成 Jekins 

 集成 Live Chat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31 of 102  

 集成各种性能监控产品 

2、 Cloud Supportable (云支持)      

支持 AWS 等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了一整套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服务，使您几乎能够在云中运行

一切应用程序：从企业应用程序和大数据项目，到社交游戏和移动应用程序。 

云计算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以根据业务发展来扩展的较低可变成本来替代前期资本基础设施费用。 

3、 Scalable (可伸缩性) 

 支持 Scale Up/Out 可伸缩性， 

(Scale-up：纵向扩展、和 Scale-out：横向扩展) 

 高可用/性能集群 

高可用性集群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高性能集群通过将多台机器连接起来同时处理复杂的计算问题。 

4、 Platform-Independent (对于不同 OS/DB/AppServer 都有平台独立性) 

如果客户更换这些平台系统 例如 OS/DB/AppServer 等等，我们 Ahoova 都可以顺利快速重新移植。 

 跨操作系统 OS 平台能力 

 支持多种数据库 

 支持多种 AppServer 

5、 Extensible (可扩展性) 

 支持基于组件扩展 

 支持基于服务扩展 

 支持基于消息扩展 

6、 Rich Client Application (富客户端应用) 

具有高度互动性、丰富用户体验以及功能强大的客户端应用技术。 

特点：强交互性、易用性、无页面刷新、快捷的异步响应。 

7、 Flexible (灵活性) 

 自定义流程 

 自定义业务规则 

 自定义报表 

 自定义系统定期任务 

 自定义数据高级查询 

 自定义扩展字段 

    自定义请求、配置项表单 

 自定义资源权限 

 自定义邮件内容模板 

 自定义表单内容模板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32 of 102  

 

 

8、 Internationalized (国际化) 

目前发布支持： 

 支持简体中文 

 支持繁体中文  

 支持英文 

9、 Powerful Queries (强大的查询功能) 

 支持快速查询 

 支持高级查询 

 支持自定义查询器查询 

 支持中英文全文搜索 

10、Entirely based on ITIL / ISO20000 (完全基于 ITIL/ISO20000 标准) 

完全基于 ITIL/ISO20000 标准，最佳管理实践包括服务台、请求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项目管

理、SLA 管理、任务跟踪、配置项管理、知识库等模块. 

 

2.3 产品功能介绍 

2.3.1 系统总架构 

Ahoova IT 服务管理系统的模块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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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可以直观的看出 Ahoova 系统模块清晰，层次分明，有强大的第三方系统集成能力。各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互相关联，共同实现了对 IT 服务管理的集中监控，另外也通过 WEB 方式为用户进行了统一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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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Management Processes for Ahoova Software ,as a reference 

 

注：上图基本囊括了所有 ITIL 体系里面常见的流程跳转关系、而且清晰表明了三大模块之间的关系（而且，与 CMDB 的关系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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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津 Ahoova 系统的 Ahoova 服务地图功能是五个环节的核心——在完成服务映射之后，用户可以在服务地图中

清晰地看出哪一部分的运营健康状况不佳，然后依据影响树找出故障根源，或者从各类 IT 场景或者工具吸收 IT 事件

（event ingesting）并筛选出事故（incident）。紧接着，下一步就是、用 automation（根据规则）或者 orchestration

（利用自动化脚本）两种方法立即自动修复故障。 

【自动化 IT 运营的两个具体手段】 

1. Automation: 系统规则自动触发执行；例如，用规则触发故障修复流程，指派工程师去现场修复。 

2. Orchestration: 利用自动化脚本自动修复，不需要派人去现场那个机器上手工一步步操作。 

    以上这些都让 Ahoova 系统方式比传统手工方式更加智能、自动化(automated)并且更加数据驱动(data-driven)。 

2.3.2 功能模块介绍 

 

服务台 

服务台是用户和 IT 服务组织的中心联系点。为 IT 管理人员和 IT 客户访问提供唯一界面。它通过一个集中和专职

的服务联系点促进单位业务流程与服务管理基础构架的集成。它是协调服务对象和 IT 部门之间联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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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管理 

请求管理是负责记录、归类和安排专家处理事故并监督整个处理过程直至事件被解决和终止的流程管理。请求管理

的目的是在尽量不影响服务对象和单位业务的情况下使 IT 系统能恢复到服务级别协议所规定的服务水平。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1.1 事件管理 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线问答的方式解决用户问题。 

  支持多种的事件录入方式，web 录入、E-mail 录入，微信端录入等。 

  
支持预先定义事件的分类（严重等级、影响范围、紧急程度的分类）和优先

级设置。 

▲  可根据事件分类进行事件的自动指派或者进行手工指派。 

▲  支持自定义表单 

  根据事件单可以直接建立问题单和变更单。 

  事件单录入时，能够自动根据输入的信息查询知识库中相关的知识条目。 

▲  
支持按照客户自定义的请求规则，自动派单、自动触发已经自定义好的相关

事件流程的功能。 

  支持事件请求的自动升级。 

▲  支持工程师定位 

▲  请求流程可跟踪，并提供图形界面展示。 

▲  请求录入时支持上传附件。 

 

问题管理 

问题管理是指通过调查和分析 IT 基础构架的薄弱环节，查明事故原因，由此制定解决方案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

具体措施。问题管理与事件管理的不同之处是：事件管理强调的是事故恢复的速度，而问题管理强调的是找出事故产生

的根源。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2.1 问题管理 支持多种问题创建方式：通过事件创建和手工创建。 

  提供问题的分类（严重等级、影响范围、紧急程度的分类）和优先级设置。 

▲  可以和其它流程管理模块如：事件、变更、配置等关联。 

  提供问题的指派，并支持重新指派。 

  支持问题的升级。 

▲  支持问题指派的各种通知，通知的方式包括邮件、短信。 

▲  对于已知的问题，可通过已知问题进行处理。 

▲  关闭问题前必须先填写解决方案，并将问题解决方案自动添加到知识库。 

  能够记录数据变化前后的修改人、时间，确保可查询。 

  问题录入时支持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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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问题的搜索查看及过滤器查看功能。 

▲  提供问题列表页的自定义列表列字段的功能。 

 

变更管理 

变更管理是指为了在最短的中断时间内完成基础构架或服务的某一方面变更而对整个变更过程进行控制的服务管

理流程。变更管理的目标是确保在变更实施过程中使用标准的方法和步骤，尽快地实施变更，将变更所导致的业务影响

减少到最低。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3.1 变更管理 支持多种变更录入方式，包括手动创建或通过事件、问题来提交创建。 

  提供变更的分类和优先级设置。 

▲  可以和其它流程管理模块进行关联，与事件、问题的关联关系能够进行查看。 

  提供详细的字段记录变更的详细信息。 

▲  可以定义变更委员会的成员，并能根据变更委员会的审批情况来实施变更。 

  变更录入时支持上传附件。 

▲  提供变更的搜索查看及过滤器查看功能。 

▲  
支持按照客户自定义的变更规则，自动触发已经自定义好的相关变更流程的

功能。 

▲  提供变更列表页的自定义列表列字段的功能。 

 

知识库管理 

请求管理和问题管理中出现的每一事件和问题进行归类整理，对出现的各个事件按部门、类型、处理难易度、解决

时间等进行化类区分，并存入知识库，这一块内容非常有助于日后 IT 运维人员在碰到类似情况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添加、删除、修改、查询知识库，可以从请求管理、问题管理的解决方案直接添加，在各管理页面可以方便的查看知识

库。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4.1 知识库管理 可以定义知识库的分类。 

  提供丰富的编辑环境，可以嵌入图片。 

▲  
强大的检索功能，支持关键字检索、全文模糊检索匹配，并支持对常规附件

文档的全文检索。 

  支持在编辑知识时上传附件。 

▲  提供知识库的搜索查看及过滤器查看功能。 

  提供对知识的评价功能 

▲  对于非知识库管理员提交的知识有知识库的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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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管理 

配置项管理是识别和确认系统的配置项、记录和报告配置项状态和变更请求、检验配置项的正确性、完整性等信息。

其目的是提供 IT 基础构架的逻辑模型，支持其他服务管理流程的运作，特别是变更管理。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5.1 
配 置 项 管 理

CMDB 
提供配置项的分类设置。 

▲  
提供详细的字段记录配置项的属性，对于不同类别配置项的差异化属性通过

自定义字段来展现。 

▲  提供配置项三类（生命周期、保修期、预警期）到期后的提醒功能。 

▲  提供配置项的搜索和过滤器的查看功能。 

▲  配置项关联的其它流程模块，如相关联的请求、问题、变更的查看功能。 

  提供配置项录入时的附件上传功能。 

▲  提供配置项列表页的自定义列表列字段的功能。 

▲  
能够自主维护各配置项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并通过配置项关联关系树状图

展现的功能。 

▲  配置项录入时支持从 CSV 文件导入，并可在导入管理中查看导入情况 

▲  支持系统生成配置项二维码，并可以用移动端进行扫描，显示配置信息。 

  
支持用户自定义配置项属性分组。例如：服务器里面包括运维属性和技术属

性。 

 

发布管理 

发布管理是一项或多项经过批准的变更所组成。用来确保所有发布中相关技术或非技术的内容都通过标准的流程处

理分发。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6.1 发布管理 发布管理的增、删、改、查 

▲  查看发布管理流程跟踪 

▲  

发布流程动作管理（任务重新指派、指派技术员、取消、提交发布经理审核、

发布经理审核不通过、发布经理审核通过、发布构建完成、变更完成、发布

实施校验、审核不通过、审核通过、更新 CMDB 完成、发布完成） 

▲  附件管理（上传附件、选择已有附件、下载、删除附件） 

▲  发布计划管理 

  查看流程历史任务 

▲  查看历史记录 

▲  发布的关联变更管理（添加、删除、搜索相关联的变更） 

http://www.leadge.com/knowledge/more.asp?type=1020137&art_type=%E9%85%8D%E7%BD%AE%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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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发布统计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指把各种系统、方法和人员结合在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预算和质量目标范围内完成项目的各项工作。

即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实现项目的目标。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7.1 项目管理 支持自定义项目表单功能 

▲  支持项目关联请求、问题、配置项功能 

▲  支持项目数据导出功能 

▲  支持项目附件上传、删除、选择以后附件、下载查看附件功能 

▲  支持项目统计管理 

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有助于企业了解和预测客户对服务的需求，每个企业都受到周期性行为的影响。需求管理的目的是了解、

预测和影响客户对服务的需求。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8.1 需求管理 主意提交，并转成需求 

  登记、审核、追踪、编辑和删除需求，相关的流程跟踪 

  导出需求列表数据 

  需求的搜索查看功能 

  需求关联服务 

  需求关联变更 

  需求列表可自定义显示的列 

  需求历史记录的跟踪 

  需求附件上传、删除、选择已有附件、下载查看附件 

  需求统计管理 

服务级别管理 

服务级别管理（SLA）是用来设置请求服务响应时间和完成时间的，每月会统计出 IT 部门处理请求的 SLA 响应、

完成的达标率。 

编

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9.1 服务级别管理 提供 SLA 设定、自动升级、自动逾期通知的功能 

▲  SLA 协议的新增、查看、编辑和删除 

▲  SLA 协议的搜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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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 服务协议-服务水平的增、删、改、查功能 

  自动升级的增、删、改、查功能 

▲  SLA 逾期通知技术员的增、删、改、查功能 

报表输出 

报表是记录服务台各项工作过程和结果、承载各项运营管理数据，以及向单位相关部门传递业务数据和业务动态的

重要载体。报表中的内容和数据一方面是 IT 运维部门各项工作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可为单位提供用于决策的数据支持

和内容依据。因而，对 IT 运维的各类报表实施有效管理，形成工作报表从制作、审阅、报送到归档整理的良好工作流

程，已成为 IT 运维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10.1 报表输出 提供事件、问题、变更、配置项模块的常规参数报表。 

▲  支持多种类别的报表展示（饼状图、柱状图、仪表盘等）。 

  支持报表生成多种格式文件，如 PDF、EXCEL、WORD、HTML 等。 

▲  支持报表灵活定制，可根据不同模块、不同时间、不同角色等定制报表。 

▲  具有自定义报表的功能。 

  支持 iReport 报表工具，自由定制报表； 

系统设置 

系统基本信息的设置包括流程管理/业务规则管理, 数据字典/常用分类管理，基本设置/日志管理, SLA 管理及其它

管理。 

编号 分类 具体功能与需求 

11.1 系统设置 按照实际情况设置组织架构的功能。 

▲  提供 LDAP 验证设置，用户免登录功能。 

▲  支持与本地域结合。 

▲  设置不同角色的功能，并且可通过勾选的方式定义不同角色的权限。 

  

支持对系统中间件 ActiveMQ、Solr、Memcached 和 MQ 独立应用自检功

能，及时通知用户项目中相关中间件服务的使用情况，并且允许用户主动监测

各种中间件服务的使用情况； 

  提供数据字典的设置功能。 

  支持管理员根据角色来对用户的面板视图进行统一配置； 

▲  SLA 服务级别的自定义设置功能。 

▲  请求规则、变更规则、项目管理规则和通知规则的自定义设置功能。 

  支持用户以任意角色定义任意用户权限的功能。 

  支持按照请求状态、变更状态、优先级、影响范围自定义背景颜色。 

  支持服务目录、各模块分类，字段自定义功能。 

  支持请求管理、项目管理、配置项表单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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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各模块流程自定义功能（包括流程属性节点自定义），并支持在线部署、

设置。 

  支持增加定期任务。 

  支持 API 化能力，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实现接口集成。 

▲  与邮件系统集成的功能。 

 
 

上图所示：基于 ITIL 的主要管理功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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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产品截图 Demo 

2.3.3.1 首页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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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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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服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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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请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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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新增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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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 问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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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 新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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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 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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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 配置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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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0 知识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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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1 人员定位 

 

3 项目管理 

3.1 项目总则 

国津软件公司项目方案遵循如下设计原则： 

1、标准性原则：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依据国际标准ISO20000/ITIL、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进行； 

2、规范性原则：提供规范性的工作过程和所有文档，便于项目的跟踪和控制； 

3、可控性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进度执行，保证项目的可控性。IT服务管理调研的工具、方法

和过程在双方认可的范围之内合法进行； 

4、完整性原则：调研和规划设计的范围和内容完整地覆盖IT服务管理所涉及的技术和管理等各个层面； 

5、合理性原则：IT服务管理规划设计立足于客户的现实情况，设计方法应合乎逻辑，过程完备详实，确保结论是

可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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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操作性原则：在IT服务管理体系架构设计中，根据IT服务管理要求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方案具体可行且易

于实际操作； 

7、保密性原则：调研的过程和结果严格保密，未经客户授权，对项目涉及的任何信息不会泄露给第三方； 

8、经济性原则：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在达到项目要求的前提下，提供较高的性价比和经济性； 

3.2 项目组织机构 

3.2.1 组织架构保证 

国津软件公司专门为本次项目实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在领导小组下面设立若干

个职能小组，负责各项专门的工作。 

 

如上图所示，这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项目小组组织架构样本图（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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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附图仅仅是一个样本。具体项目，会指派不同的相关人员、人数也可能会随项目大小有所调整。 

 

我们的客户项目小组里的各个组织成员的职责分别是什么？ 

1、 项目经理： 与客户的项目负责人一道、管理整个项目、监控项目进展、管理差异分析、确保各方沟通顺畅、确保

项目成功，是我方的项目负责人； 

    2、 现场技术支持或咨询师：在客户现场与客户沟通、与客户一起做具体的项目实施操作、即时解决或答复客户

提出的问题。 

    3、 技术支持主管： 参与系统差异分析，另外，现场咨询师无法解决的系统问题就可以升级给技术主管来解决。

同时协调安排其它相关的技术支持或系统二次开发、定制等等工作。 

    4、 销售及售前咨询： 主要负责项目所涉及到的商务部分、也兼做部分的售前工作。 

    5、 测试主管：项目里面新添加的功能、特别定制的功能，都需要测试。这些工作由测试主管负责安排。 

 

目前客户们实施 Ahoova 系统的切入点大概分为五类： 

 

(1).先上“事件跟踪管理”，结合知识库，先把事件跟踪和知识管理起来；其它的放在实施的第二阶段或暂时不考虑； 

(2).先上“IT 固定资产、配置项管理”，先把配置项数据库建立起来，同时也解决原来用 Excel 管理的种种弊端；其它

的放在实施的第二阶段或暂时不考虑； 

(3).先上“IT 固定资产、配置项管理”，然后“事件跟踪管理”，结合知识库，作为实施的第一阶段；其它的放在实施

的第二阶段或暂时不考虑； 

(4).先上“IT 固定资产、配置项管理”，然后“事件跟踪管理”，结合知识库，接着上“问题管理”和“变更管理”，

全部在第一阶段完成。 

(5).仅仅需要知识库管理，其它的功能暂时不考虑。 

 

Ahoova 的系统实施基本和 SAP 的方法其实一样： 

 

(1).收集客户的需求。 

(2).然后与标准产品做比较，做“差异分析” Gap Analysis。 

(3).然后，与客户讨论，这些 Gap 是否一定要靠定制实现？还是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用我们的产品标准？ 

(4).制定实施的范围 Scope，以及实施的具体计划、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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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施项目管理的注意事项: 

 

ITSM 项目虽然不大，但是一样要作为一个正规的项目管理起来。否则可能会有项目停滞、沟通不畅等等问题。依

据现代项目管理方法（例如 PRINCE2、PMP）来设计的 Ahoova 项目实施步骤，应该至少在初始阶段包括： 

(1)先做内部的项目定义、实施小组定义、需求与实施计划定义。 

(2)相关人员的 ITIL Foundation 培训。 

(3)ITIL 基础数据定义、相关的 IT 组织机构以及各个角色的责任人的定义, 有的客户很重视管理，但是缺乏明确的责

任人。ITSM 在企业内部进行推广的时候就容易遭遇障碍。 

(4)IT 服务模型定义、IT 服务管理的流程定义,基本的需求定义列表，力求清晰、准确。 

(5)IT 服务管理的其它需求定义。并且希望客户能提供这些“定义”的文档（尤其是“需求定义”方面的）. 

 

概要的项目管理思路是“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1. 按照项目管理的办法，先做项目定义；公司的高层批准并支持这个项目及其后续的在业务部门中的广泛推广与

实行。 

2. 引入 ITIL 的概念，给相关的人员做简要的 ITIL 培训。先让大家理解 ITIL 规范及其最佳实践。 

3. 依据 ITIL 的理念，设置 IT 组织里面相关的角色和责任人。 

4. 双方做充分的沟通，收集客户的需求，与我们的标准产品做比较，做“差异分析”（Gap Analysis）； 

5. 开始设置服务流程，和一些基础设置数据的准备。 

6. 公司内部所有的配置项，即使是应用软件方面的配置项，一定要整理出来，建立配置项管理数据库 CMDB. 因

为这是其他一切事件流程管理的基础和必要因素。 

7. 然后开始国津 ITIL 软件的标准版的分步实施。（这步完成以后，再实施专业版，比标准版多了问题管理、变更

管理、发布管理的功能。） 

8. IT 内部人员先用起来、实行规范的操作，然后向公司里面的广大用户推广，做相关的培训。业务部门的管理者

应当给予全力支持。 

9. 相关的考绩辅助措施可以参考：例如，工程师积极完善知识库的，算做优先表现计入员工考绩； 普通用户积极

采用自助服务的，也算做优先表现计入员工考绩。 

 

3.2.2 人员稳定 

根据客户的对人员稳定的具体要求，国津软件公司将明确参与产品改造技术支持服务人员的人天数、到现场进行

实施技术支持人员的人天数以及 IT 服务管理系统集成开发技术支持服务人员的人天数。并且，在未经过客户同意的情

况下不更换技术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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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或国津软件公司需要更换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成员时，提早一周向对方申明原因，同时提出新的符合合同

要求的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成员人选，经客户同意并办理交接手续后更换。” 

国津软件公司承诺明确产品技术服务人员、现场实施技术人员、集成开发技术人员的人天数，并在未经过客户同

意情况下，不更换技术服务人员。 

国津软件公司将根据上述要求：对需要更换的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成员，将提前一周向客户申明原因，并办理交

接手续。 

3.3 项目进度计划 

根据客户对项目进度的要求，国津软件公司与客户一起，共同确定详细的项目进度安排，明确每个阶段的阶段目

标、阶段应交付的成果、系统上线验收依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经客户认可后，以会议纪要形式加以明确。 

ITSM 软件 New 项目实施时间表（参考样本） 

具体实施步骤 
阶段可能涉及的 

文件或者记录 

预估工

作日数 

第一阶段（第一周）：项目定义、计划与启动； 需求与差异分析、系统运行环

境的准备。Project Startup and Plan, Gap Analysis；  
·-- 

"Prefix: 系统运行环境的准备： 

New 系统 ITIL 流程管理部分先安装到客户的服务器上，以保证软件已经准备好、

软件运行环境没有问题。 

【*】如果需要，与相关的第三方软件的系统接口要先准备好； 

【*】建议客户先搭建一个测试环境(Testing Instance)。这样也方便做早期的培

训。 

  也同时搭建一个成品环境(Production Instance)，以增强实施过程中的系统

和数据安全性。 

【*】这一步，要在客户准备好服务器后，立即开始操作，以得到充分的系统安

 

成功运行的完整版的

New 软件；New 用户手

册、培训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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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调试时间。能提前就请提前。 

【*】要确保两个环境都可以远程协助。 

1.项目定义、以及项目实施小组、负责人、参与人员、相关资源、项目初步计划

的定义。Project and Project Team Specification。客户需要一起填写参与人

员。 
 

1 

2.调查客户目前的 IT 服务管理与 ITIL 的吻合程度；以及具体的需求调查、例如

IT 服务模型定义、IT 服务管理的流程定义, ---- 基本的需求定义列表，力求清晰、

准确。还有，给客户做初步的系统介绍与功能分析; 具体工作如下： 

（1）收集客户现有的 IT 服务管理流程(as-is processes)。 

 

ITSM 系统管理员的培训

计划； 

同步执

行 

3.向客户推荐我们软件的标准流程(standard processes)。 
 

1 

4.与客户做二者的差异分析，得出最合适的流程 (to be processes)。先得出初

步的框架，后续阶段可以再做调整。  

同步执

行 

5.双方根据差异分析的结果制定系统实施方案、特别功能开发计划的确认，例如，

需要哪些定制的工作、是否需要二次开发、具体的开发任务等等。双方签名确认。 

New Implementation Initiation plan. 

项目计划书(PID）,  

客户实际需求定义文档， 

以上这些都需要双方签

名。 

1 

7.  协助客户开始初步录入基础设置数据，建立起内部的第一个 DEMO 版。建

好之后复制备份过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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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 key users 的第一轮培训，9. 确认项目实施时间表、确认需求清单。做出

后续各个阶段的 Go-live checklist, 双方签名确认。Precise Project Schedule 

should be released. 

项目实施详细时间表；

Go-live check list(上线

检查清单)；完整版的

New 软件； 

 

   
第二阶段：系统的安装部署与标准版模块的实施 

 System Instal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 Modules； 

依据“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建议客户先上线事件管理、知识库；优先处

理基本需求； 

  

10.协助客户做系统的基本定制，例如基础数据自定义、流程定制等等。 

11. 系统设置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的数据整理分析、定义、导入。将相关的数据

库都逐步建立起来。在 DEMO 版的基础上做出第一个 TRIAL 试用版。 

根据定制需求的完成情况更新客户的系统，作为最新的 TRIAL 版。 

【*】这两件事情是同步进行的。 

客户需求的系统配置清

单（流程、邮件、AD、

邮件模板的定制与集成

配置）； 

记录定制过程的截图文

档 

3 

12.客户提前收集所有的固定资产、配置项数据，按照导入格式准备好要导入的

配置项数据表、建立好配置项的关联关系，完善 CMDB。  
3 

13.服务水平管理（SLA & SLM）、请求、事件管理、知识库的实施。一些细节

上的差异分析、双方进一步沟通。 

相关模块的 UAT 测试报

告 
5 

14.根据定制需求的完成情况，更新客户的系统，作为最新的 TRIAL 版。（不需

大量二次开发的、客户的基本需求全部定制、满足） 

ITIL 流程相关的 UAT 测试（key users 用户接受程度测试）。 
 

同时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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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先完成所有标准版基本需求的实施；标准版 Go-live Checklist 全部通过后，

双方签名确认；依据“整体规划、分布实施”原则，建议客户先开始使用标准版

系统。 

项目实施进展记录； 

标准版模块 Checklist 

全部通过后，双方签名确

认； 

 

16.给 key user 之外的终端用户提供更加详细的操作培训。（分为前台操作培训

和管理员的培训） 
培训记录； 2 

   
第三阶段：剩余的专业版模块的实施； 

各个模块经过实施之后进一步的微调（Fine tuning）；   

17. 剩余的专业版模块的实施：包括问题管理、发布管理、变更管理的实施。一

些细节上的差异分析、双方进一步沟通。 

培训记录；项目实施进展

记录 
7 

18.如果有本阶段相关的较急需的二次开发要做，就在这个阶段同步完成。如果

是 Project Scope 之外的，就需要另外定时间；  

根据实

际情况

待定 

19. 然后将更新的部分交给客户做所有模块的 UAT 联合测试。 UAT 联合测试报告 3 

20. Go-live Checklist 全部通过后，双方签名确认系统成功上线 Go live. 
Go live check list well 

signed off;  

   
* 如果有 ITIL 流程管理相关的“非基本需求的二次开发定制”，这时应该全部完

成。然后，客户方的各个模块的 key users 再做联合 UAT 测试。 
UAT 联合测试报告 3 

   
第四阶段：实施后的跟进 Post-implementa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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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协助客户建立这套系统的支持模式 (Support model), 提供“ITSM 客户

Tickets 服务台”的登录帐号和密码； 

移交全套的“项目交付物”，包括例如相关系统资料和培训资料。 

ITSM 使用中提出的问题

跟踪记录; 

New 系统 Support 

model,  

全套的相关系统资料和

培训资料。 

2 

23.后续的年度支持与维护服务。 

ITSM 客户 Tickets 服务

台有年度支持与维护服

务记录； 

·-- 

本项目标准实施过程的总工作日天数： 
 

35 

   

   
在项目进度计划中，国津软件公司将与客户共同确定项目进度安排，将项目分解为若干任务，明确每项任务关键控

制点、每项任务的责任工程师应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阶段完成情况、并提交项目进度报告，包括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

及因素，提交范围为质量监督/项目负责人以及客户项目组负责人，以及时做出相应措施。 

3.4 项目范围内容 

国津软件公司工程师将与客户一起进行需求调研工作，共同完成需求调研工作，以合同或会议纪要明确，并协调

确认如下事项： 

 确认项目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开工日期、完工期限等具体施工细节 

 在工程实施前，国津软件公司将组织相关施工人员参加工程实施动员大会，明确人员职责、注意事项等措施。 

3.5 项目实施地点 

 由客户制定。 

3.6 项目进度管理 

国津软件的项目进度管理将遵循客户的需求，按以下原则： 

 项目进度管理的依据是项目合同所约定的工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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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的原则下，控制项目进度。 

国津软件的项目进度管理也遵循客户需求，包含以下内容： 

 国津软件在了解项目特点的前提下，根据工期目标，提交总体进度计划，并定期提交阶段性工作计划。 

 制定详细的项目建设进度计划，按照合同的进度计划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定期跟踪检查，对可能发生的工

程延误提出相应对策。 

 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或参加项目例会、协调会议等，向客户通报项目进展情况，提交进度报告，及时解决相

关问题。 

 建立项目变更流程，记录项目变更。 

3.7 项目合同变更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调整内容、进度等，需经客户同意，按合同变更程序办理。 

建立客户与国津软件公司双方参与项目人员的组织结构，明确双方组织的职责、详细工作清单、交付产品及负责

人，制定双方的沟通协调界面。 

3.8 项目质量管理 

国津软件公司将根据客户要求，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产品集成改造开发建设质量控制方案和实施技术

支持服务质量控制措施，并督促落实各环节质量控制内容和目标；保证总体规划设计、集成改造开发、实施技术指导、

系统运行与系统上线验收各个阶段工作满足客户对质量的要求。 

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整个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工作计划，对阶段性工作成果进行审查和测试，并向项目单位提交里程

碑式工作成果。通过保证各阶段性成果的质量，最终保证整个项目的开发与实施工作的质量。 

国津软件公司在项目进行中，将建立严格质量保证体系，设立若干控制点，以确保项目的质量是可控的。国津软

件的项目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项目总体规划质量控制 

 系统方案质量控制；  

 业务质量控制；  

 项目初始阶段质量控制；  

 项目进行中质量控制；  

 项目结束阶段质量控制。  

国津软件公司的质量控制队伍是独立于项目组的，作为国津软件公司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和保障，在项目执行过

程中始终与项目组保持密切联系。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项目的开展，帮助项目组发现和解决项目执行中的问题，确保项目

的成功。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项目组内部质量监督、技术部部门质量专员、品质保证部品质审核员三级质量保证制度。 

国津软件公司的项目质量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种手段： 



                                                                   

公司网站:www.fuwuguanli.net ;                                                                         Page 62 of 102  

系统实施及完成后的检验 

系统部署及完成以后实施工程师将按照规范的检测程序对系统进行检测，确保所有的配置和功能都按照规范和计划

进行了正确的实现。 

系统试运行期间客户的使用 

客户将在系统初验到终验这段时间对通过实际使用对产品进行测试，对于所发现的问题，服务提供商将进行支持服

务。 

系统终验后的持续支持 

终验后系统进入正式的生产阶段，服务提供方将进行持续的支持服务，对于新发现的系统问题将按照约定进行修正。 

3.9 项目交付成果 

根据客户的项目交付成果需求： 

 国津软件公司提供整个系统建设的文档，包括安装、调试、实施、测试、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对应的全部管

理规范和技术文档。 

 国津软件公司提供的技术文档与系统相一致，技术文档全面、完整、详细、清晰，能够满足客户对系统的安

装、使用、维护的需要。 

 国津软件公司提供的所有纸质文件符合 ISO 标准的 A 或 B 系列图纸标准，采用 A4 标准格式。 

除客户以上需求外，国津软件公司还将在整个工程的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都会向客户提交项目的整个文档。 

各类文档具体包括内容如下： 

1．技术文件类文档 

这类文档由安装、运行、实施、使用、调试等的技术文件组成。 

 系统技术方案 

 使用、调试 

2．安装计划类文档 

 这类文档由执行合同开始后的各阶段工作计划组成。 

  实施准备计划 

 工程实施计划 

3．测试、系统上线验收类文档 

  系统上线验收方案 

  系统上线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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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产品测试要求 

国津软件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将提供产品测试系统上线验收详细方案，并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系统

的功能、性能等均应经过测试，形成测试报告，并经项目单位认可后才能投入运行、组织系统上线验收。对于任何修改

或升级，选中方都进行回归测试。 

功能性测试：测试系统应该提供的每一个功能和安全机制，检查系统是否正确运行所有功能。 

稳定性测试：在不间断运行的一段时间内，系统有无异常现象发生，如有异常，是有系统自动处理还是由系统管理

员人工敢于处理，不间断的测试一般以一周为限。 

满负荷测试：在系统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时，监测网络系统的性能指标。 

异常测试：通过人为制造故障，测试系统的故障恢复能力及响应时间。异常测试要以不损坏设备为前提，凡是硬件

设备或系统软件手册中警告的不允许的操作，不可作为异常测试项目。 

国津软件公司向用户提供有关配置文档、系统上线验收文档及相关测试报告（相关文档内容需根据用户最终需求

进行调整，故另行提供）。并协同贵单位有关人员进行工程的系统上线验收。 

Ahoova 系统具体的功能测试操作脚本举例： 

（注：产品的试用操作脚本，也可以参考以下的操作步骤来制作。） 

第一步：用客户的超级管理员账号、密码登录系统，进入帮助台门户。 

第二步：协助客户，测试以下功能 （UAT testing, 用户可接受程度测试）： 

（如果客户同意，我们可以替客户预先设置好所有的基础设置数据。） 

(1).先设置帮助台的机构管理部分、录入基础数据: 

1).由系统提供默认数据：公司信息（不包括服务邮箱、发送邮箱、短信账户）、机构设置、客户管理、供应商管理； 

2).手动设置：服务邮箱、发送邮箱、短信账户、客户管理、供应商（专用来管理系统大型供应商） 

(2).设置帮助台的访问控制部分、录入基础数据: 

1).系统提供默认数据：角色管理、（用于权限管理） 

2).手动设置：用户管理（创建用户前需提前设置用户角色）、LDAP 管理（通过 LDAP 设置导入局域网域用户）、域

用户列表 

(3).设置帮助台的数据字典部分、录入基础数据: 

1).系统提供默认数据：请求状态、来源、优先级、复杂程度、紧急度、影响、使用状态、品牌、变更状态、请求分

类、变更分类、配置项分类、回访事项（用于请求）、服务目录（用于变更） 

2).手动设置：供应商（专用来管理配置项小型供应商）、位置、知识分类、扩展属性（用于配置项）、升级级别（用

于请求规则）、变更委员会 

(4).设置帮助台的 SLA 协议管理、工作流（系统将提供默认数据，用于请求、变更流程）、日志管理（只供给用户

查看，无需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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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帮助台的业务规则部分，录入基础数据 

1).系统提供默认数据：请求规则 

2).手动设置：通知规则 

(6).设置帮助台的配置项部分、录入配置项数据： 

1).录入配置项信息 

2).添加关联配置项信息 

(7).请求操作处理流程： 

1).录入请求信息 

2).进行请求审批 

3).帮助台工程师开始请求处理  

4).一线提取请求或指派二、三、四线工程师处理请求 

5).请求升级申请（若请求解决后，可无需升级） 

6).请求处理完成 

7).关闭请求信息 

8).请求回访  

(8).变更操作处理流程： 

1).录入变更信息 

2).指派技术员处理变更 

3).指定变更计划 

4).变更审批列表内设置审批人员 

5).提交变更审批 

6).成员审批（审批人员登录系统进行审批） 

7).实施完成（由指派的技术员去实施变更） 

8).提交复审结果（一般由变更经复审），变更结束 

(9).知识库操作流程管理： 

1).录入知识信息 

2).查看知识库 

 (10).统计视图 

查看各类柱状、饼状、曲线统计图，并分别导出 PDF、HTML、XLS、CSV 各式报表 

4 售后服务 

4.1 国津软件提供的技术资料 

国津软件公司承诺提供的技术资料能够满足客户的软件实施、配置设置、管理及运行维护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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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的技术文件中包括： 

文档名称 媒介 计量单位 

《系统安装指南》 电子档/文字档 套 

《系统白皮书》 电子档/文字档 套 

《用户操作使用手册》 电子档/文字档 套 

《系统管理员操作指南》 电子档/文字档 套 

同时所提供产品安装调试时所需的设计资料（包括电子文档和纸制文档）。客户和实施队伍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技

术资料进行复制和修改。 

4.2 售后服务承诺 

珠海国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售后支持服务，服务有效期从产品购销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4.2.1 服务宗旨 

珠海国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津软件)致力于提供给客户完整的 IT 服务管理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行业领先

的产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国津软件公司在上海、北京、广东设有支持服务中心，并可随时为全国各主要城市配备支持

服务人员。 

国津软件拥有大批资深的专业研发人员、系统技术顾问和 IT 服务管理专家，建立了规模化的产品研发、咨询、销

售和服务体系，基于先进的项目管理和知识管理模式，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国津软件售后支持服务可以帮助企、事业单位从其技术投资中获得最大收益。在整个售后支持过程的每一步，国津

软件都提供了多种服务。不论你需要的是产品相关的咨询、支持还是其它，你都能从最精通国津软件产品的专家那里获

得这些服务。  

国津软件售后支持服务具有但不局限于如下的特点： 

 不断获得国津软件最新的、行业领先的技术升级。 

 不断获得对最新发布的国津软件产品功能的使用，帮助用户不断促进业务信息化的建设。 

 快速准确地解决问题，从而使用户能够及时得到必需的支持。 

 使用国津软件系统进行更加深入的 ITSM 管理 

 提高技术投资价值、降低产品拥有成本和风险 

 加快体现 IT 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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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津软件团队成员的基本要求【 CEEDAS 准则】 

 

 

【*】Consumer First: The consumer is 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 I do; 

终端客户至上： 终端客户导向，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Enable: I provide the tools and conditions for others to thrive; 

便利他人：我为他人提供工具和便利; 

【*】Encourage: I coach, support and give confidence to others; 

鼓励：我带动、支持他人、给予其他人信心; 

【*】Demanding Success: I raise the bar on performance ; 

追求成功：我提高我自己的工作表现要求; 

【*】Agile: I deliver with pace and respond with speed; 

敏捷性：我办事总有实质进展、我响应够快； 

【*】Simplify: I keep things simpl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how we work; 

行事简单、追求有效性：我做事情力求保持简单,这样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 

总之，国津团队以客户的服务管理的成功实现为自己的荣耀，并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多年来对完美和领先科技的执著追求，使国津软件的产品有口皆碑，但国津软件公司深知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获得

优质服务和享受高品质产品同样重要。 

有关国津软件售后支持服务的其它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址：http://www.bangzhutai.com，您也可直接联系您当地

http://www.bangzhu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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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代表或咨询客户服务热线：0756-2210327。 

4.2.2 售后支持服务提供的内容 

1.提供国津 ITSM/ITIL/Helpdesk 软件 Ahoova 产品正式的不限制使用期限的专业版(B/S structure 包括 Helpdesk、

请求管理、知识库、配置项管理、基础设置、问题管理、变更管理、报表输出、系统设置)。 

2.一年的远程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3.软件系统的安装： 

提供原厂系统的安装和指导服务。该服务的验收方法是，第一确保软件安装后正常运行；第二确保安装过程中提供有效

的支持，解决安装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故障；第三确保提供相关的安装操作指导文档。 

4.软件系统的维护： 

1、产品升级服务 

产品升级服务可以使客户获得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最新版本和相关技术文档。 

产品升级服务可以带给客户以下的好处： 

 稳定性：获取并安装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的最新版本有助于消除已知系统隐患，并提高您的 IT 运维系统的

稳定性。 

 最新技术：通过应用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的最新技术，您能提高现有系统功效和可用性。 

 新特性：在升级期间，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发布的产品的全部新特性和功能对客户来讲是立即可用的。 

 投资回报：随着您在业务规模、技术需求和用户数量上的发展，您可以更快的提高投资回报率并减少因采购新

版本产品的支出。 

国津软件的升级服务为客户提供： 

 产品版本升级 

 产品缺陷修补、安全警告，以及关键补丁升级。 

 主要技术的最新功能模块发布，包括常规维护更新以及文档更新。 

国津软件公司为服务期内用户提供免费版本升级（不免实施费用），并定期面向全体用户发布最新的产品补丁、安

全警告，上述服务将通过 Email、网站等方式对用户给予及时的告知，并以多种形式发放。 

更详细的信息请咨询技术服务热线：0756-2210327。 

2、标准支持服务 

服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直接响应客户提出的关于软件性能、功能或运行的询问； 

（2）直接响应客户受支持软件的问题或情况； 

（3）诊断受支持软件中出现的问题或发生的情况； 

（4）解决受支持软件中出现的问题或发生的情况。 

具体服务方式： 

 电话支持：提供 5*8 小时服务响应，并对提供的服务请求在 2 小时内给出实质性的答复。技术支持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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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19519；0756-2210327。 

 Email 支持：国津软件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信箱为 support@ahoova.com ，确保用户可以随时通过技术支

持信箱与专职技术支持工程师进行沟通，获得便捷的技术支持服务，并承诺在 24 小时内给予响应及明确的答

复。 

 远程技术支持：为用户提供实时的远程技术支持，只要用户的操作机能上互连网，国津软件公司的技术人员就

可以在屏幕上与用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随时帮助用户在远程解决问题。 

网站自助服务支持：客户可以随时访问国津软件的网站 http://www.fuwuguanli.com ，获得相应的支持服务，如在

线支持、用户指南文档下载，以及补丁下载等。 

5.国津软件的客户服务时间：08:30 - 18:00，周一至周五。 

6.培训：使项目相关使用和管理人员能够具备熟练操作软件系统，独立完成最基本的系统维护的能力。 

4.3 项目技术服务支持计划 

4.3.1 技术服务组织 

国津软件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成立实施小组： 

 项目实施组：（成员名单将在项目启动时确定下来。） 小组架构模式请参考 3.2.1 里面的组织架构图。 

 

5 典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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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是我们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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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借助国津 BSM 与国际管理水平格力角力 

【热点报道】格力电器 BSM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引言】格力说：“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可谓铿锵有力。强大的制造业离不开强大的 BSM 服务管理水平。就面向大

型企业的管理软件而言，格力的国津 Ahoova® BSM 项目于八月初顺利通过了各种严格的验收，实施过程前后只用了

一年，着实已经不算慢的了；笔者曾经接触过的 SAP 项目实施、全过程动辄两年三年以上的、实属稀松平常。企业内

部，BSM 项目涉及的业务场景（Business Scenario）复杂而且特殊、涉及的部门也不少，要沟通讨论的、要整合的、

要分析对比的场景也很多，由此带来的企业实际业务场景与 Ahoova® 所推荐的管理标准、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

之间的差异分析（Gap Analysis）也就跟着多了起来。这对于格力 IT 部门和国津团队双方来讲，都是宝贵的项目实施

经验。 

 今年、与格力项目圆满完成同步顺利进行的事情是，我们国津 Ahoova®研发团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发最新的 3.5

版本，志在给客户们提供更加智能全面的 IT 运营管理与服务地图系统。目前已经发布了第二个 FC 内测版本，待正式

版本发布之后我们将会给广大客户们提供产品升级服务。 

 

【项目回顾】 

在格力 BSM 项目组双方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BSM 项目实施完成了项目实施进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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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工作，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正式启动，并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进行内测，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顺利验收，

并已成功持续运行了 9 个月。 

【项目成果】  

  1、通过采纳最佳实践，提高 IT 内部服务水平以及服务级别的持续保持； 

  2、根据 IT 的组织架构明确运行维护流程； 

  3、提供知识积累的手段，使知识库成为 IT 的知识共享中心； 

  4、明确日常工作目标，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5、能够让技术支持人员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并能清楚理解用户的需求； 

  6、为服务台管理员提供调查工具，用以征求用户对相应服务水平的满意度反馈，从而提高用户满意度； 

  7、最大限度提高解决问题的速度，提高维护人员工作效率。服务台能够自动接收来自各个运行系统的故障信息，并

根据故障类型自动进入相关的处理流程，分派给相应的人员支撑，维护人员收到请求并解决故障。 

  8、降低 IT 成本，通过自动处理加快故障解决过程，使 IT 各部门、人员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压缩维护成本，改进服

务交付能力，为关键业务服务提供稳定的、高质量、低成本的可靠服务。 

  9、提高支持人员的工作满意度，BSM 系统为服务支持人员提供及时快捷的信息、功能及工具，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 

  10、提高人员利用率，改善激励机制和优化绩效考核，降低人员流失。 

  此次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 BSM 系统的实施是成功的，在项目阶段目标达成之时，对项目进行验收是

对双方项目工作组工程成果的肯定！项目验收并不表示双方合作的结束，而是标志着双方合作新阶段的开始。项目验收

后，BSM 系统将进入维护阶段，并进行二期项目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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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客户签字的验收确认书 

 【项目总结】 

    项目自上线以来，处理请求近 25000 件，增加知识条目 172 条，处理变更 593 件，用户满意度提升，总体效率显

著提高。通过国津 BSM 系统，使 IT 部门摒弃了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 IT 管理方式，改变为以流程为中心。从复杂的

IT 管理活动中梳理出核心流程，例如请求管理、变更管理和配置管理，将这些流程规范化、标准化，明确定义各个流

程的目标和范围、成本和效益、运维步骤、运维人员角色定位与责权分配，以及各个流程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以客户

为中心，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 IT 服务！ 

5.2 国津 Ahoova 助力恒丰银行提升科技服务管理 

【引言】银行、金融业信息化安全真正得到保障要靠什么？单靠人员、技术够吗？国际通行的 ISO20000 标准告诉我

们，不够的！还要靠“流程管理”！这就是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信息化安全这道篱笆要真正强大，就要靠“人员”、

“技术”、“流程化管理”这三个桩、缺一不可！银监会其实也有相关的政策指引和要求。恒丰银行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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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国津 ITSM 项目在恒丰银行的顺利实施，使得该行以用户服务为中心、以提升运维管理与服务水平为目的、让各种

运维要素实现集约化管理的蓝图成为现实，助力该行完善了集约化、流程化、现代化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与国际

ITIL/ISO20000 标准成功接轨；同时也提升了信息化的安全水平，这样，为后续该银行的业务顺利拓展铺平了信息化建

设与 IT 管理的道路。 

恒丰银行项目背景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目前，在全国设有 18 家一级分行，共 306 家分支

机构  ；另外还发起设立了 5 家村镇银行。全国布局正在加速，大量分支行和子公司正在筹建开业，同时快速拓展海

外业务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截止 2016 年年底，恒丰银行总资产达 1.2 万亿，各方面实现了高速跨越式增长。  

    恒丰银行先后跻身“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 30 强”、“中国企业 500 强”、“全球银行 1000 强” ， [ 在英国《银行

家》杂志发布的“2016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中，位列第 143 位，正在向世界一流银行大步迈进。 

    恒丰银行较好地实现了盈利与稳健发展的平衡。盈利能力方面，恒丰银行在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亚洲银行竞争力

研究报告》中位列亚洲银行业第 5 位；稳健发展能力方面，恒丰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

力‘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中，在综合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性商业银行第 7 位，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前

三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恒丰银行要充分发挥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的作用，适应信息化建设由“分散”走向“统一”

的必然趋势，适应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集约各种运维要素的管理变革，那么，原有的基于单一层次、分应用场景的

管理维护方式已不适应于新的统一集约化的运维服务管理的要求，引入集约化、现代化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理念和相关

的软件系统、与国际 ITIL/ISO20000 标准接轨，就成为必然的需求。 

恒丰银行项目实施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8 月至 10 月 

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恒丰银行数据中心）和北京恒丰银行分行 

恒丰银行 IT 运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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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T 运维运维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义、权限分配或责任划分； 

（2）故障申报时需要人工填写大量信息，拖延了故障处理时间； 

（3）问题出现后，缺乏流程化的故障处理机制，导致故障不能及时恢复和解决； 

（4）问题找到后，故障根源不清，导致故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5）对运维人员过于依赖，因人员流动与变更致使运维无法有效进行； 

（6）各级 IT 人员解决问题时缺乏协作，责任不清晰； 

（7）无法和用户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用户满意度不高； 

（8）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库，遇到相同的问题，不能从识库获取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依赖个别维护人员； 

（9）缺乏 IT 运维工作量的量化考核工具，没有计算 IT 运维人员的工作绩效，也没有监督 IT 运维人员解决故障的处

理效率和处理质量。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这些 IT 运维方面的问题，更多的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来自管理方面。传统的运维管理系统在

故障产生后只是简单的电话告知运维人员，至于如何处理？由谁处理？再加上产品问题的原因都没有详细的跟踪记录，

整个过程显得缺乏规范化的流程管理，从而导致运维效率低下，业务部门恒丰银行满意度低。  

根据恒丰银行的 IT 服务管理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1）依据 ITIL 的理念，设置 IT 组织里面相关的角色和责任人。 

2）双方做充分的沟通，收集恒丰银行的需求，与我们的标准产品做比较，做“差异分析”； 

3）开始设置服务流程，和一些基础设置数据的准备。 

4）恒丰银行内部所有的配置项，即使是应用软件方面的配置项，一定要整理出来，建立配置项管理数据库 CMDB. 因

为这是其他一切事件流程管理的基础和必要因素。 

5）然后开始 ITIL 软件的标准版的分步实施。 

6）IT 内部人员先用起来、实行规范的操作，然后向恒丰银行里面的广大用户推广，做相关的培训。 

7）相关的考绩辅助措施可以参考：例如，工程师积极完善知识库的。  

8）采用相应的服务目录分类负责，进行相关的规则设置指派，由用户自己全程查看故障的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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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服务台流程 

ITSM 流程管理系统带来的价值 

人员 

·组织结构与权限有效分配，角色定义与责任划分明确化； 

·实用便捷的知识库资源，迅速获取问题的解决方案； 

·规范化流程及知识库资源确保 IT 运维人员不断丰富 IT 运维经验； 

·基于流程化管理，全面提高 IT 运维人员的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 

流程 

·通过 ITIL 流程支撑业务流程，全面提高 IT 服务水平； 

·方便快捷的故障申报与处理，确保服务关键环节运作流畅； 

·工单（请求、问题、变更与任务）灵活指派，让工单免予搁置，有效提高用户满意度； 

·请求关联到问题，寻找及解决故障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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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多样化与快捷化审批，降低或消除因为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工单与解决方案协同处理事件，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组织层面 

    从组织层面上看，建立一套满足当前 IT 运维管理需求与目标的 IT 流程管理系统，其将企业的 IT 部门从成本中心

转化为服务中心； 

运维层面 

    从运维层面上看，其摒弃了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 IT 管理方式，改为以流程为中心。从复杂的 IT 管理活动中梳理

出核心流程，例如事故管理、问题管理和配置管理，将这些流程规范化、标准化，明确定义各个流程的目标和范围、成

本和效益、运维步骤、运维人员角色定位与责权分配，以及各个流程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以恒丰银行用户为中心，提

供高质量、低成本 IT 服务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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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国津软件把 ITSM 的三大要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把人员管理，流程规范和技术实现，通过外包人员服务和专业

的流程工具强有力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客户对于外包人员的满意度，使外包人员的价值通过系统快速响应，按时完成的

服务和系统报表等形式体现出来，实现国津软件与恒丰银行的合作共赢。 

5.3 国津 Ahoova·ITSM 在 BestSeller(绫致时装)的实施记录 

 

图解：BestSeller 使用国津 ITSM 软件的登录界面 

   【国津 HotRpt201706】国津 AhoovaITSM 在丹麦企业 BestSeller(绫致时装)先后两期项目的成功实施彰显了国津

团队成熟的 ITSM 专业度和娴熟的项目实施能力；BestSeller(绫致时装)是丹麦企业、具有典型的外企严谨办事、严格

考察产品的风格，能够在第一期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再次启动第二期项目给国津团队实施，这事实本身也是该客户对国

津 ITSM 项目效果和团队能力的认可与充分肯定。 

一.BestSeller(绫致时装)客户背景 

    绫致时装（Bestseller）于 1975 年始建于丹麦，创始人为 Troels Holch Povlsen。Bestseller 设计和销售适合都市

女性、男性、儿童及青少年的流行时装和饰品，旗下拥有 VERO MODA，ONLY，VILA，Object，JACK & JONES，

selected，tdk，PIECES，EXIT，Name It/Newborn，PH Industries 和 phink industries 等十二个品牌，在全世界

27 个国家设有 1600 多家直营店，在中国，公司主要经营 ONLY、Vero Moda、Selected、和 Jack Jones 四个品牌，

从 1996 年进入中国起，公司成长迅速，截至 2013 年初已拥有近 400 家直营店和 300 多家代理店。 

 

二.ITSM 项目简要历程和项目要求 

    2016 年 4 月，国津软件开始配合绫致时装启动 ITSM 软件项目；5 月开始由国津工程师 Scott Liu 在北京的客户现

场参与实施；8 月中旬配合客户完成项目验收。2017 年 3 月客户提出二期需求，于是国津团队开始第二期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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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 月初完成。 

    1、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建立统一运维平台。基于 ITIL 标准，完成覆盖集团各级相关单位的集中、统一的信息管理

系统的建设工作，实现各种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标准化管理。实现 IT 运维服务分级管理，各单位自上而下统一

执行集团信息相关工作制度和流程；  

    2、构建一套符合 ITIL 标准 V3 的流程管理平台，结合绫致集团的实际情况，用成熟的模型完成包括服务台、知识库、

事件管理、问题管理、配置管理和变更管理等模块建设，形成。配合绫致集团协助梳理现有运维体系架构，包括制度、

流程、等部分。 

    3、实现故障的规范化处理、保障响应速度和满意度，提高绫致集团的系统运行管理水平和服务保障能力，提高业务

工作效率。 

 

 

 图解：BestSeller 的 IT 服务台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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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BestSeller 使用国津 ITSM 软件的一个截图... 

三.ITSM 项目主要任务 

    集中绫致集团各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来保障整个 IT 系统稳定、高效、安全的运行。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

求，采用先进的 IT 综合管理技术对绫致集团运维部门现有的 IT 信息进行管理，在已有成熟的管理平台基础之上，构建

一个平台化、智能化、集成化、高可靠性的统一运维管理平台，用于运维团队日常运行管理。实现集约化、精细化管理。

并将人员、流程和技术有机结合，将管理和考核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提升绫致集团运维管理水平的目的。 

 

四.实施后效果 

    1、主动的 IT，主动的运维  

通过集成公司内部各个应用系统，实现了统一运维入口，用户可以在任何系统内触发提交触发一个事件。 

    * 比起没有 ITIL 流程工具，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各类故障或者系统警告出现后有人及时提交了，就可以及时分析、

解决、预防后续故障或者更严重问题的发生。  

    * 而且因为流程工具里面有关联关系图，所以系统可以将故障的影响、或者变更的影响及时提前通知相关联配置项

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联业务的业务负责人，这样就做到了主动预防，这也是流程工具实现主动运维的另外一个体现； 

    * 知识库管理将保证 IT 服务的知识传承有序、没有断层(Knowledgable)；例如，不会因为有工程师离职而导致相

关的技术知识经验积累也丢失了。 

    2、避免混乱，服务有条有理  

通过请求规则、优先级、SLA 等规则的有效建立，规范了事件处理过程，实现了事件的自动化判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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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置项库（CMDB）、以及配置项的关联关系都将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保持及时更新、不会出现混乱 

    *  配置项变更的时候，及时提前通知相关联配置项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联业务的业务负责人，防止变更带来的混乱。 

   *  IT 组织角色构建有章可循； 

    3、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  

通过 CMDB 的建设，提高 IT 软硬件资产利用率 

集成了呼叫中心，建设了完善的服务台。 

    * 服务台职能有助于减少现场驻场的工程师；因为所有故障或工单都是通过服务台唯一入口收到的，指派给二线工

程师的时候、二线工程师才需要上门；这样就减少了二线工程师的驻场；现场驻场的通常只需一线工程师（即服务台人

员）就可以； 

    * 因为是采用流程化服务管理，原来没有流程的无序状况会改善，大家都按照流程来操作，就不必在现场常驻各种

专业的工程师；也可以减少人手； 

    * 让 IT 成为企业的生产力，并不是只花钱的部门；  

    4、量化考核： 

    *  IT 工程师考核可量化、IT 部门服务水平可量化，提升了业务部门满意度，这样也改善了 IT 与业务部门的关系。 

    5、提升运维效率、辅助运维决策。 

  总之，国津 AhoovaITSM 系统项目的顺利实施、助力绫致 IT 部门建立了统一的 IT 运维服务平台，带来了 IT 运维管

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和进步；而绫致 IT 部门则以更强的 IT 服务、更强的信息化建设助力绫致时装提升了生产力和竞争

力！ 

5.4 艾思林柯（AsiaLink）【典型客户实例说明】 

以我们的一个最新的成功案例客户、SAP 运维和咨询服务商 Asialink 的情况为例： 

 
艾思林柯（AsiaLink）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 2000 年 7 月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总部设在上海。AsiaLink

是致力于企业的应用，是中国应用外包服务市场的领头军。AsiaLink 通过安全的网络提供最佳的企业应用软件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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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收取相应的月租费。AsiaLink 同时也为以传统方式实施 SAP 的企业提供专业的托管服务。AsiaLink 以一站式服务

方式提供企业信息解决方案。在整个规划-建造-运行的周期中提供客户化的解决方案，从方案的设计到实施直到持续的

支持和升级。AsiaLink 为客户的系统提供 24 小时的监控和管理，使客户能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核心业务上。 

实施前的客户状况分析： 

AsiaLink 作为 SAP 资深的合作伙伴之一，主要为客户提供 SAP 咨询与实施、SAP 培训以及 SAP 长期支持服务，

拥有专业的顾问团队 50 人。 

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AsiaLink 早在成立之初就找了一家软件公司定制开发了一套“简易的运维支持平台”，

主要用来跟踪客户 Case 以及项目管理。但是随着服务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公司内部

高层人员参加了 ITIL 培训了之后），对运维平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且原先运维平台的易用性不强、系统界面的用户

友好度不够、也没有相应的升级服务，所以原先的运维平台已经无法满足 AsiaLink 的需求，公司急需一套符合 ITIL 国

际标准的运维管理和服务管理平台来提升服务水平。 

系统实施： 

AsiaLink 通过对市面上软件的调查比较和试用，最终选择了国津 ITIL 软件 Ahoova 系统。2012 年 4 月初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高级实施顾问通过在 AsiaLink 为期四天的客户需求分析、实地调研与双方详细的沟通、讨论，总结出了

AsiaLink 内部的 Ahoova 实施业务蓝图及其“个性化”的系统需求，并且制订了详细的项目实施时间表以及各个阶段

所要交付的文档等。 

通过双方不断的沟通和确认，国津软件开发工程师积极响应 AsiaLink 典型业务流程定制（如项目类请求及其处理

流程）以及“个性化”需求的定制，完成了 AsiaLink 对于系统功能上的需求。 

国津软件为 AsiaLink 搭建了 Ahoova 软件的测试系统、UAT 系统、生产系统，AsiaLink 相关人员可以很方便的登

录到测试系统中试用已经更新的功能并提出意见，确认没有问题并经过 UAT 充分测试之后才会部署到正式的系统上。

国津软件后续为 AsiaLink 顾问团队提供了系统操作培训以及系统管理员培训，充分保证了 AsiaLink 能够在日后轻松配

置和使用 Ahoova 系统。 

经过近两个月的系统分析、实施、定制、试用，AsiaLink 公司现在已经开始顺利使用国津软件 Ahoova 服务管理

系统。从此 AsiaLink 的 SAP 咨询服务、SAP 运维服务走上了以 ITIL 国际标准为基准的流程化科学管理的轨道，这将大

大有助于顾问团队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有效优质的服务、也大大提升了内部的服务管理水平。 

 

通过 Ahoova 软件系统、实施规范的流程和相关的数据库、报表系统，使得 AsiaLink 已经：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们提出的 SAP 运维 Tickets 提交的时候没有统一的唯一联络点、没有服务台统一

记录 Tickets、服务流程难于细致定义并真正落地实现”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们提出的 SAP 运维 Tickets 跟踪无人管理、难于监控、只能靠顾问们自觉处理”

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们提出的 SAP 运维 Tickets 给顾问们分配处理的时候没有统一规则、随意性较大”

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的 SAP 配置项变更没有系统记录、变更进度跟踪管理困难、变更历史难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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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审批没有流程控制、配置项生命周期难于管理”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们的 SAP 配置项没有 CMDB 数据库统一管理”的问题。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的顾问们的项目跟进现状难于监控”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们的月度和年度 SAP 运维 Tickets 和项目服务情况没有可靠的报表来监控展示”

的问题。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客户的各类服务投诉有时没有记录、难于实时管理监控”的问题。 

 解决了原来“顾问们的工作量、工作表现 KPI 因为没有完整的数据记录和实时计算而难于评估”的问题。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所有的 tickets 解决方案没有形成知识库并妥善积累、维护和管理、知识没有合理传承”

的问题。 

 解决了原来“客户提出的 SAP 问题，由于没有专门的问题管理职能、没有 proactive problem analysis 而可

能导致的无法预知预防问题发生”的局面。 

 解决了原来“即使 Asialink 有 ITIL 理念了、但没有软件系统支持，服务管理只能靠手工 Excel 表格勉强维持；

导致服务流程难于细致定义并真正落地实现，所有记录和数据难于查询和过滤、难于实现自动流程控制与跳

转、难于设置细致的数据访问权限、角色权限、难于快速实时产生报表……等等问题”。 

 解决了原来“Asialink 试用其它的便宜的简易 ITSM/Helpdesk 系统、发现功能严重欠缺、缺乏服务”的问题。 

 解除了原来“美国大品牌的 ITSM 软件例如 Remedy 成本太高、可能很难找到经济实惠而又功能强大的性价

比很好的 ITSM 软件”的顾虑。 

成功实施了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再加上 AsiaLink 通过了 ISO20000 认证，该公司的客户服务满意度得到大大

加强，内部管理更加规范完善，对于该公司业务增长有巨大的意义。 

 

 

 

 

 

 

 

 

 

下面是依据 ITIL/ISO20000 的概念，我们的客户 Camelot- Asialink 的 ITSM 系统实施的部分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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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作为东洋工程株式会社附属子公司，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拥有中国政府颁发的建筑资

质与工程设计资质，旨在对客户提供项目的执行最优化和更方便的沟通渠道，是行业内实力很强的外资企业。东洋在石

化、化工及工业装置领域中以多样的合同形式提供设计、采购及施工（EPC）服务。 

公司发展了，也使得该公司对 IT 服务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仅仅是公司内部的 IT 固定资产，就有数千项之

多，以前单单依靠 Excel 来粗浅地管理，显得很不专业，也无法实现与服务台、IT 派工单、变更等等服务流程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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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公司的 IT 部门主管，今年年初决定采用国际标准 ITIL 的理念，并且用一套国际水平的 ITIL 软件---国津 ITIL 软件

Ahoova 系统来管理这些配置项数据、相关的 IT 服务流程、实现流程的整合、同时也提升 IT 部门的优良服务在企业里

面的价值。软件系统实施顺利，并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已经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每时每刻都在无形地运作；例

如，任何一次可预测的数据中心停电，都需要通知 Change Control, Change Control 人员会将这个 Change Request

记录进系统. 然后变更委员会(Change  Committee) 会及时决定是否需要提前关闭相关的 IT设备，例如Servers等等。

如果因为这样的事件有什么后续的问题，相关的 IT 分析人员也可以方面清晰地追踪。任何的变更，大到升级全公司的

服务器，小到某个用户更换了电脑或者重装了电脑，全部在 ITIL 软件系统里面有记录，可追踪(Trackable)。特别的变

更，除了给出变更的操作办法之外，还有变更万一出了问题，如何将相关的系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CMDB 里面清晰地

定义了所有配置项(Configuration Items)之间的关联关系，所以任何的变更会引起相关的配置项的什么问题，都可以清

晰地预测。所以有了这套 ITIL 系统，就避免了以往盲目变更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问题，以及 IT 人员往往向灭火队一样

盲目应付各类不可控的突发事件 ad-hocs. 

又例如，所有的 IT 的故障呼叫，无论终端用户是通知 Helpdesk 解决还是直接找现场服务的工程师立即解决，

Helpdesk 或其他用户一定会登记这条 Call 进入 ITIL 软件系统，工程师已经解决的 call，也必须补报这个 Call 给

Helpdesk.这样保证全公司所有的 IT Calls 都记录了并得到检查跟踪与控制，并且便于进一步分析可能存在的更深层的

更本质的根源问题（Problems）。呼叫的种类大致分为 Incidents, service request, change request, project request, 

task, query.呼叫升级定义得也很齐全，从一线工程师，到 Team Leader, 再到服务经理。。。等等，依次为 Escalation level 

1, Escalation level2 ...... 

5.6 哈尔滨市公安局信息中心 

 
  哈尔滨市公安局现座落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红星街 9 号，是全国大城市中最早建立的人民公安机关之一。哈尔滨市公安

局把文明执法寓于促进经济发展之中，以一流的工作、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管理，走出了一条具有哈市公安特色的管理、

服务之路，为哈尔滨市创造了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 

  随着公安系统信息化的发展，哈尔滨市公安局相关领导也非常重视自身的信息化建设。硬件的不断增多，运维人员的

不断增加，哈尔滨市公安局急需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国际标准的 IT 服务管理系统来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建设管理水

平。 

  经过公司合作伙伴的鼎力推荐，国津软件实施顾问来到客户现场、给哈尔滨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及 IT 人员讲解了 ITIL 标

准和 ITIL 软件如何在组织里面实施、落地，并与哈尔滨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及 IT 人员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他们的 ITIL

流程管理需求：建立服务台，提供配置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事件管理、问题管理、服务级别管理等等功能。 

  在分析客户 ITSM 流程管理需求与国津 Ahoova 软件标准之间的差异的时候，国津软件 Ahoova 系统的大部分功能就

已经匹配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主要需求，同时国津 Ahoova 项目团队也为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做了特别定制：包括请求处

理流程的定制、请求字段的添加及请求详细页面内容的显示定制、配置项系统平台字段添加、配置项扩展属性展示修改、

与内部的短信平台集成等等。 

  经过双方项目组的不懈努力，2013 年 2 月底，哈尔滨市公安局正式成功上线了国津软件的 Ahoova ITSM 系统（I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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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管理）以及合作伙伴的网络监控系统，并成功通过了行业内的评分审核评定，在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公安系统行业内

率先走上了先进的 IT 服务管理道路！  

5.7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是一所以教育

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综合性高等学府，在中国师范类高校中居领先地位。北京师范大学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并称北京“四大名校”。北京师范大学校本部（北太平庄校区）占地面积1048亩(约合69.9万

平方米），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集中地。全日制在校生近22000人，其中：本科生约8900人、研究生约11300人、

长期留学生1800余人。现设1个学部、22个学院、2个系、36个研究院。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20余万优秀师

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校园网络的负荷日益增加，大量的 IT 运维工作，让信息网络中心的 IT 运维人员处于救火队的模式，无法提升

用户的满意度，也无法体现 IT 部门的服务价值；信息网络中心的工作量无法统计，无法体现人员的自身价值；IT 基础

设施庞大，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对资产及配置项进行控制管理；没有知识积累，无法形成标准的问题解决方案，提高

IT 运维服务工作的效率。 

 作为北师大校园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管理部门，信息网络中心为学校提供包括维护数字北师大系统、邮件系统、校

园卡系统 以及学生 IT 请求支持等多种服务，在全校的信息化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北师大的校园 IT 服务流

程优化目标，国津软件公司提出了符合国际 ITIL 标准的 Ahoova 解决方案，经过两个月的系统定制和实施，北京师范

大学于2013年7月成功安装了国津 ITIL/ITSM 软件 Ahoova 系统，提高了北京师范大学报修跟踪能力，实现对 IT 运维

状态的统计跟踪，同时可以获得各类工作量的统计报表，体现了信息网络中心的价值。完善的知识库不仅提高了 IT 运

维服务工作的效率，而且丰富了广大师生的 IT 知识。北京师范大学通过 Ahoova ITSM(IT 服务管理平台系统)，大幅度

提高了校内网络中心的服务管理水平、增强了服务能力，从而成为国内高等教育行业的 IT 运维管理体系创新的领导者。 

5.6 中石化巴陵分公司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4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3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3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65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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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13 Ahoova Rpt】中石化巴陵分公司（简称巴陵石化）是中石化旗下直属的一家拥有 40 多年历史，集油、

化、纤、肥于一体的大型石化联合企业，厂区分布在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和岳阳楼区。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建设，巴陵

石化已经成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113.4 亿元的国内最大 SBS、环氧树脂、己内酰胺和商品环己酮生产企业，年生产总

量 400 万吨，年不含税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元、上缴税金近 30 亿元。巴陵石化现有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000 余人，

自主开发了 10 万吨/年环己酮、20 万吨/年 SBS、14 万吨/年己内酰胺和 2 万吨/年 SEBS 等生产工艺技术，拥有授权

专利 176 件，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近 50 项。 

   作为老牌大型国有企业，巴陵石化的 IT 部门也面临着 IT 服务管理上的一些瓶颈，例如缺乏统一的 IT 事件提交和统

一处理的平台、故障解决情况难于追踪、服务水平无法量化考核、服务响应如何保障更加及时快捷、IT 各类软硬件配

置项无数的复杂变更如何有效管理而不至于一团混乱、IT 运维知识如何保障有效记录、审核、传承、IT 服务人员角色

如何定义是最佳的。。。等等；所以，2014 年年初该公司 IT 部门决定要上一套 ITSM 系统、并开始着手做相关的调研和

产品选型工作；经过了几个月的审慎的 ITSM 软件产品的试用、选型，该公司 IT 部门从众多国内外 ITSM 厂商的产品

里面初步选择了国津 ITSM 软件 Ahoova，然后又经过一轮严格的“软件供应商现场应答”、严格的供应商资质审核、

2014 年 6 月最终决定采用国津软件的 ITSM/ITIL 软件产品、并且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到目前为止，该项目第一期的软

件安装部署、流程定制、系统实施工作已接近尾声。相信巴陵石化的 IT 服务管理水平、IT 运维管理能力从此都将有一

个质的提升！ 

附注：下面是该项目第一期的部分技术需求，我们节选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一、项目第一期的技术服务内容（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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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包括国津 ITSM 软件系统安装与实施、以及所有相关附加系统的软硬件采购、安装调试；系统整合后的初始化、

需求分析、详细设计、测试运行、上线，搭建巴陵石化信息系统统一故障受理平台，以实现以下功能： 

* 建立统一呼叫中心：建立统一故障受理网站、统一故障受理电话平台（有录音功能）。 

* 建立故障管理（事件管理）流程：建立了一站式的全公司统一故障受理流程、知识库完善流程等。 

二、项目第一期的技术要求（部分节选）： 

* 集成好：集成 ActiveDirectory，集成邮件系统， 集成短信服务， 集成呼叫中心。 

* 扩展性好： 支持基于组件扩展， 支持基于服务扩展，  支持基于消息扩展 。 

* 灵活性要求： 自定义流程， 自定义业务规则， 自定义报表，  自定义系统定期任务， 自定义数据高级查询、过滤

等。 

* 完全基于 ITIL/ISO20000 标准。  

 

【2014.9.9 进一步跟踪报道：】 

中石化巴陵分公司（简称：巴陵石化）目前已经完成的实施过程的部分节选要点摘要： 

1、安装布署调试 OK（安装 2.3GA 版本） 

2、呼叫中心集成调试 OK（来电弹屏、通话录音文件关联到请求详细中） 

3、系统功能培训，包括请求流程、呼叫中心集成、问题、变更、发布、配置项、知识库、报表、辅助工具、系统设置

（角色、用户等）培训；（给系统管理员、相关用户、操作人员的培训）； 

4、用户列表导入；（已支持其导入成功） 

5、主要的几个 ITIL 流程的内部梳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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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安徽科大讯飞 

 

 

【国 津 HotRpt 2014.10.13】如图所示，著名国家高新科技企业、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3 年年底实施

了国津 ITSM 软件之后，近期又决 定新增购买一批国津 ITSM 软件许可，附图是最新颁发的相关的软件授权许可证书。

这是又一个知名企业客户以追加许可的方式、对国津软件持续提供的优质产品 和服务给予肯定的一个成功案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音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语音 信

息服务的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主要股东包括：中国移动、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广信、联想投资、盈富泰克

等。在语音技术领域是基础研究时间最长、 资产规模最大、历届评测成绩最好、专业人才最多及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

司，其智能语音核心技术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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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珠海水务集团  

 
   【20140227 Ahoova Reporter】珠海水务集团前身为珠海市供水总公司，主要承担珠海市及澳门的供水任务。2009

年 6 月，根据珠海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安排，以其为基础重组珠海水务集团。这标志着珠海水务集团率先在国内开始

经营水务环保综合事业。自此，作为珠海市市政公用行业的龙头企业，珠海水务集团全面承担起全市供水、污水处理、

涉水基础设施项目及固废处理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运营责任，其主营业务涉及原水供应、自来水生产及输配、水务投

资及运营、水务设施设计及建设、污水收集处理及排放、城市垃圾无害化收集及处理等六大领域。  

   2014 年 1 月，珠海水务集团信息管理部门为了给集团内部所有业务部门（一千多 EndUsers）提供更好的 IT 服务、

同时使得服务质量与服务绩效可以量化，决定与 IT 服务提供商以及 ITSM 软件提供商合作、将相关的 IT 服务管理（ITSM）

工作流程与 ITIL 国际标准接轨并且引入相关的软件系统、实现流程管理、IT 配置项管理的正规化。于是、经过几轮严

格的 ITSM 软件产品选型，最终选择了国津软件 Ahoova ITSM 产品、并且开始在集团内部安装试用。经过一个多月的

试用和严格评估，集团信息部门决定正式与国津软件签订合同、购买软件许可、并且开始进一步的用户培训和系统实施。

目前系统实施进展顺利，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预计后续的系统实施完成后，集团将成为同行业的 ITSM 与国际接轨、

实现正规化管理的领跑者！ 

5.9 韵达快递  

 

  【引言】2013 年 11 月，在项目实施现场，韵达快递的 IT 负责人说，“2013 年我们上了 21 个软件系统 项目，在这

些项目里面，国津 Ahoova 系统在产品功能、服务、项目实施等等方面、是问题最少的、做得最顺利的，几乎挑不出

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 第二期实施过程当中，按照韵达 IT 的要求，公司使用的 Ahoova ITSM 系统已经顺利集成

了号码百事通的呼叫中心、以及公司内部自有的短信平台，这 样，不但传统呼叫中心和基于 ITIL 理念的 Helpdesk 得

到完美整合，而且 IT 工程师通过手机短信就可以登记故障、接受任务分配、提交事件处理进展状 态...等等. 

  韵达快递是国内知名民营快递快运品牌企业，拥有五万多员工，十余年来，始终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

财富”的理念；在全国建设了七十余个转运中心和上万个服务站点，服务范围覆盖国内 34 个省（区、市）。韵达快递

为客户提供快递、物流及电子商务等一系列门到门服务，为大客户订制物流解决方案，形成了到付、贵重物品、同城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98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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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当天件、国内次晨达件、国内次日达件、代收货款等特色服务。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韵达快递近年飞速发展，公司业务对 IT 的依赖越来越大，IT 部门对业务部门的支撑作用也越

来越明显，目前全国 IT 工程师超过 500 人。随着快递业务的迅猛发展，大量的 IT 运维工作，让 IT 部门的 IT 运维人员

经常处于救火队的模式，韵达总部每天接到的 IT 请求超过 100 条，不同类型的 请求由不同的业务小组负责，超过 500

名员工的工作流程和绩效无法科学管理；全国每天有超过 50 条权限变更的申请提交到 IT 部门，每一个权限的变更直接

关 系到业务部门的正常运转，但每一项权限的变更都非常重要，如何保证每一项变更都是严谨高效的，如何让每一项

变更有迹可循都是 IT 部门的工作重点；韵达内部 ERP、SOA、CBS、QA 等软件的使用为业务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作用，但一直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 IT 管理软件来规范 IT 部门的工作流程，无法提升用 户的满意度，也无法充分体现

IT 部门的服务价值；快递行业初级 IT 工程师流动性很大，但没有知识积累，公司典型知识精华难以良好传承，无法形

成标准的问题 解决方案，500 人的 IT 团队难以高效管理和运转…… 

  针对长期以来 IT 部门的服务流程管理问题，韵达快递 CIO 杨总亲自牵头考察软件厂商、制定解决方案。IT 部门的各

个工作组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确定了“规范 IT 管理准则、标准化 IT 管理内容、固化 IT 部门工作流程、建立知识库传

承优秀知识”的方针，专门成立了 IT 服务台牵头 IT 运维管理建设，与国际标准 ITIL/ISO20000 接轨、并且找最优秀

的相关软件来实施、落地。 

   韵达快递对国内外多个 IT 运维管理软件/ITSM 软件进行了多次考察筛选，从软件功能和管理思想落地实施进行了全

方位的考察，国津软件售前工程师、咨询顾 问反复与韵达快递的工程师一起沟通需求，规范管理模式，梳理出了一套

基于 ITIL/ISO20000 国际标准的、又充分适合韵达快递的 IT 运维管理流程， 并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IT 管理标准、

以及实施办法，与国津软件的 Ahoova ITSM/BSM 系统紧密结合，通过软件将科学的 IT 服务管理方法和流程管理思想

落地到企业内部，提升 IT 管理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传承优良知识，助力 韵达快递业务水平的快速发展！至此，韵

达快递已经成为国内快递行业 IT 运维管理体系/ITSM 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实现体系创新的领跑者！ 

5.10 上海中智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中文简称中智，英文简称 CIIC）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是国务院国资

委直属唯一一家专业从事人力 资源服务的全国性集团公司。中智适应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新生产力的发展，适应全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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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产业结构转移的变革性调整和全外包、离岸化的新趋势，适应中国服务产业 结构的提升和新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

在智力服务第四产业凝聚核心竞争力，以人力资源服务为主业，以投资与贸易服务为适度多元发展领域，在新兴服务领

域拥 有人才、资源、网络、规模、经验的巨大优势和影响力，成为具有高度竞争力和领先性优势的全新创业组织。 

  上线国津 Ahoova ITSM 系统，毫无疑问给中智带来更好的内部 IT 服务管理、让 IT 服务和商务业务真正融为一体、

直接实现由 IT 带来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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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浙江能源 

 

   【导言】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能集团）成立于 2001 年，主要从事电源建设、电力生产、煤矿投资开

发、煤炭流通经营、天然气开发利用和能源服务业等业务。集团共有控股、管理企业 180 家，其中集团直接管理的全

资、控股所属企业（项目单位）70 家，控股发电企业 27 家，企业员工 16000 余人。2013 年浙能集团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71 位，列中国企业效益 200 佳第 81 位。随着集团的发展和集团信息化建设的越来越完善，符合国际

ITIL/ISO20000 标准的 IT 运维管理就日益提上集团的 IT 管理议事日程。2015 年 10 月，浙江能源经过专业 ITIL 咨询

师一年的咨询和流程梳理工作（现场直接负责的是埃森哲的驻场咨询师），整理出了 ITSM 六大流程（请求、问题、变

更、发布、配置项、知识库）设计文档，并且经过仔细的产品选型、浙能集团最终选择了国津的 Ahoova ITSM 软件，

国津项目组于 2015-11-06 正式开始驻场实施 Ahoova 软件系统。 

    以下是国津项目组两位同事的项目总结和实施过程记录，供同行朋友们参考： 

   【Will Qiu，浙能项目之国津 Project Manager，项目总结记录如下：】 

    浙江能源项目是我们国津软件近年来做的比较大的 ITSM 软件实施项目，浙能方面直接管理我们项目的是浙能聘请

的第三方的咨询公司、埃森哲，所以，客户方的项目管理极为严谨、项目需求也很清晰科学，实施过程有章有法；项目

实施的细节很多，对浙能 IT 管理的提升效果也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只列举一些典型的情况，例如，在 ITSM 软件实

施之前，浙能的工单都是用文档管理，使用工作票的方式，技术员线下打印工作内容，并找上级签字存档，不方便工作

量的统计和保障人追踪等。配置项也没有专业的管理工具，不能准确的记录配置项的更新版本及变更原因。后来经过国

津团队近两个月的现场实施，共部署了请求四个（故障请求、服务请求、紧急请求、投诉建议）流程、变更三个（一般

变更、紧急变更、简单变更）流程、问题发布各一个，并将浙能现有的配置项导入系统以及配置好关联关系图，各模块

流程的跳转关系为: 

1.  终端或服务台提交请求； 

2.  例会讨论哪些重复事件和长期未解决的事件提交为问题进行根本解决； 

3.  请求和问题在技术员解决后可将解决方案提交为知识库； 

4.  请求和问题需要对配置项进行变更时，需提交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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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变更流程中，配置项管理员需要对配置项进行相应的变更，由另一名配置项管理员确认更新无误后，在由变更管

理员提交发布； 

    浙能最重视的还是在配置项管理这块，首先是对不同配置项分类有不同的私有属性进行管理，对配置项的检索也有

特别要求，我们软件提供了全文检索快速搜索，以及高级搜索进行精确搜索；其对配置项关联关系图尤为重视，我们也

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用节点的不同颜色对应配置项的影响范围，可以快速了解关联配置项的影响范围，并用连

接线的颜色对应配置项的连接状态，以及连接线的箭头表示正反关系、双向箭头表示“连接”关系，此次对配置项关联

关系图的优化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关于 ITSM 软件系统实施在这个项目里面的直接效果，挑选几个典型的要点总结如下： 

1、IT 服务请求能得到快速响应和解决，方便报障人跟踪每个故障或请求的处理过程； 

2、方便统计 IT 运维人员的工作量； 

3、请求和问题的解决方案能直接提交保存到知识库，形成良好的知识传承； 

4、详细记录每次配置项更新内容，方便追溯，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5、一目了然地利用配置项关联关系图来实现配置项管理、变更管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项目中，国津 ITSM 软件与 BMC Remedy 的监控告警信息的集成: BMC 以邮件的方

式将告警发送到 ITSM 系统，ITSM 系统进行解析并创建事件工单，技术员可以判断此工单是可忽略或需提交为故障请

求，此后技术员的每一步动作都会如果 BMC 的插件反馈给 BMC，如技术员点击忽略，BMC 则会收到改告警为忽略的

状态；提交为故障请求的每一步流程动作也会反馈到 BMC，主要参数有：请求单号，技术员，流程状态。 

 

 【*】如图，Will 与埃森哲咨询师在浙江能源项目实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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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a Zhou，浙能项目之国津 Project Consultant，总结记录、实施心得如下：】 

    今年 11 月底我参与浙江能源 ITSM 软件系统实施的时候，总体二次开发功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的主要任务就

是画问题管理和发布管理流程图,以及整理导入一些基础数据等。 对于发布和问题流程的设计，主要参考的是浙江能源

（直接负责的是埃森哲的驻场咨询师）提供的书面文字描述资料，文档中有流程详细说明图，流程中的每一步骤都有文

字说明，比如这一步骤意义以及涉及的角色人员等。 

* 发布流程设计目标是： 

1.通过本文档的定义，将建立一个完整的发布管理系统，从而实现：减少或消除由于变更发布不当等原因出现的对 IT

环境的破坏作用； 

2.提供了一致性的变更发布质量； 

3.计划并监视软件成功的发布； 

4.确保正在对其进行改动的软件是可跟踪的、安全的，而且已安装的版本都是正确的、经过授权和经过测试； 

5.通过与“变更管理”达成一致来确定发布的准确内容和计划； 

6.利用‘配置管理’和‘变更管理’的控制流程将新的软件发布添加到有效的环境中； 

7.确保将所有软件的主副本保存在“最终软件库 (DSL)”中，并确保对 “配置管理数据库 (CMDB)”进行更新。 

* 相对于发布流程，问题流程就简单很多，主要作用是找到故障的根本原因、设计解决方案、排除隐患，保持所运维系

统的稳定。设计目标是： 

1.分析并确定事件的根本原因，找到最终解决方案，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提高 IT 服务的可靠性，降低 IT 支持成本。 

在画流程图的过程，除了根据自己对文档资料的理解外，在浙江能源实施现场有埃森哲资深专业的 ITIL 顾问来指导，

他们已经对浙江能源的业务以及需求有着精确的掌握。在他们的指点下，每一次修改都是进步。 

* 另外我也记录了一些浙江能源提出的问题和需求，可以给大家分享： 

1、模糊搜索功能需完善，需要加机柜、IP 地址的搜索。需要将目前的模糊搜索所能查的字段提供出来。 

2、如果模糊搜索无法提供机柜、IP，至少增加精确搜索要主机名和机柜位置等等，现有的搜索无法查到无法提供的其

他字段。例如机柜，主机名等等。 

关联配置项搜索界面的配置项列表添加字段：主机名、机柜，搜索条件为：主机名、机柜。 

3、主机名、IP 地址放到配置项显示的前面，服务商，生产厂商等不重要的放到后面。 

4、维保时间到期能否提前通知。 

5、关联配置项的时候，比较难查配置项，因为配置项关联界面只有分类、CI 编码等等字段。而且框是固定死的，CI

编码显示不完全，无法拉过去。 

6、维保到期时间如果没有填写，则自动变为永久两字。 

7、配置项统计能否按照分类进行统计，而不是全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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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配置项检索之后记住上次操作界面。 

9、做配置项关联时的搜索配置项界面添加复选框。 

    这些问题是浙江能源运维人员在 CI 配置以及使用系统的过程提出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以及在现场反映的问题看出，

客户比较关注的是界面使用友好程度，以及功能使用的灵活简便性，不需要太多冗余的东西。同样，随着一个个问题的

解决，浙江能源的运维人员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们笑谈说有了这款软件帮助他们省去了很多麻烦，尤其配置项管理

模块方便了管理监控企业的 IT 资产。 

    在客户现场和我一同工作的同事能够积极和客户沟通，并且及时完成安排的任务，在每一阶段开发功能点完成确认

结束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听到客户满意的评价。 

    另外，在浙江能源我所接触的两位埃森哲顾问有着灵活严谨的头脑，做事情也是一丝不苟，严格按照计划步步实行。

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怎么提升自己专业素质和专业知识的方法，正如埃森哲的唐先生说的，做技术的应该善

于借用大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勤于请教他人，把别人的知识转为自己的经验。 

 

5.12 阳泉市商业银行 

  【引言】银行、金融业信息化安全真正得到保障要靠什么？单靠人员、技术够吗？国际通行的 ISO20000 标准告诉我

们，不够的！还要靠“流程管理”！这就是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信息化安全这道篱笆要真正强大，就要靠“人员”、

“技术”、“流程化管理”这三个桩、缺一不可！银监会其实也有相关的政策指引和要求。阳泉市商业银行的决策者们

高瞻远瞩、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国津 ITSM 项目在阳泉市商业银行的顺利实施，使得该行以用户服务为中心、以提升运维管理与服务水平为目的、

让各种运维要素实现集约化管理的蓝图成为现实，助力该行完善了集约化、流程化、现代化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与国

际 ITIL/ISO20000 标准成功接轨；同时也提升了信息化的安全水平，这样，为后续该银行的业务顺利拓展铺平了信息

化建设与 IT 管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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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商业银行项目背景】 

    2007 年 1 月 26 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阳泉市商业银行开始筹建，于 2007 年 9 月 19 日正式成立，

这标志着阳泉人民真正拥有了自己的银行。截止 2013 年，阳泉市商业银行内设 24 个内部管理委、部、室，下辖 1 个

营业部，15 个支行，遍布阳泉“三区两县”；被阳泉市企业家联合会、阳泉市企业家协会评为 2009 年度“阳泉企业

50 强”和“优秀企业”称号。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阳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的作用，适

应信息化建设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适应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集约各种运维要素的管理变革，那么，

原有的基于单一层次、分应用场景的管理维护方式已不适应于新的统一集约化的运维服务管理的要求，引入集约化、现

代化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理念和相关的软件系统、与国际 ITIL/ISO20000 标准接轨，就成为必然的需求。 

 【ITSM 项目简要历程和项目要求】 

1、ITSM 项目简要历程  

   2017 年 5 月初，经过公开招标、投标、和阳泉市商业银行科技信息保障部周密严格的产品试用、对比选型过程，国

津软件以多年专注沉淀出来的优质产品、强大的本地技术支持力量脱颖而出、成功中标，拿到了阳泉商业银行 ITSM 运

维管理软件系统项目；之后随即开始由国津工程师 Ezreal Liang 和 Jax Liu 先后参与现场的软件系统安装、咨询与实施、

用户培训工作。第一步先安装与实施的是客户的“测试环境”(Testing Instance)；2017 年 7 月 21 日 Ezreal 完成了

给客户提供的现场培训，客户正式开始部署“生产环境”(Production Instance)，测试环境与生产环境的系统实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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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目前客户正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后续，国津团队将持续提供进一步满足用户需求的二期项目、系统升级等等

服务、保证系统发挥最大功效、并且跟随客户的需求而不断进步。 

 
（如图，阳泉市商业银行与国津软件签订合同的截图） 

2、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项目要求  

   由于阳泉商业银行在使用 ITSM 系统之前，客户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整体为空白，客户希望借助 ITSM 系统来完善他

们自身的管理体系，并规范和简化阳泉商行科技保障部们的业务流程。所以，急需一套科学合理、规范的运维体系，来

指导制定合理有效的运维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例如，可以避免造成同一个问题，多人多次回答，重复劳动，增加运维

的工作量。同时，需要建立服务规范，以避免技术人员在系统维护时更多地依靠人工处理、个人经验从而导致操作流程

和步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给业务系统的可靠运行带来潜在风险。 

    阳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一体化运维服务管理系统的作用，适应信息化建设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

适应一体化系统集中部署的管理变革，原有的基于单一层次、分应用场景的管理维护方式已不适应于新的统一集约化的

运维服务管理的要求。具体的需求如下： 

1）要建立统一入口（服务台）。 

基于 ITIL/ISO20000 的“IT 运维与服务管理”标准，设计覆盖阳泉商业银行科技报障部门、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

设工作，实现各种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标准化管理。实现 IT 运维服务分级管理，各单位自上而下统一执行集团

信息相关工作制度和流程；  

2）要建立服务管理规范流程。 

依据 ITIL 标准制定符合阳泉商行自身的事件运维流程，客户要求在系统标准版的事件流程的基础上，简化、规范化、

系统化、业务化、信息化、自动化的设计出属于客户的标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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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建立运维管理的知识库建设。 

建立统一的运维知识库，解决日常工作中的运维经验无法有效的积累问题，与请求管理密切关联，利于运维经验的积累

和系统更新提高，提高一体化系统的运维效率和标准化建设，有利于长期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积累。 

4）要建立内容合理、分类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 

梳理客户线下的资产并分类，建立详细、规范的 CMDB 管理体系，可清晰的反映出资产类型，状态，使用情况，地理

位置等基本信息的 CMDB 结构框架。利于用户整体维护资产信息。 

【ITSM 项目实施的主要任务】 

1、通过 ITIL 流程有效的、有序的进行事件管理、CMDB 管理等达到服务支持的目的。 

2、组织结构与权限有效分配，角色定义与责任划分明确化； 

3、梳理完善客户资产管理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4、保障信息系统环境安全可靠，不仅提升系统的运维服务水平，更能提升整体信息化应用环境的安全性，构建安全统

一的运维体系。 

5、建立知识共享机制，将个人经验转换为企业知识，整体提升 IT 服务水准，确保服务质量，建全工作监控机制，使各

级管理者可以随时了解所辖区域/部门的工作状态，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扭转工作的被动局面。 

 
（如图，国津 ITSM 产品最新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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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的 IT 管理提升效果】 

 

     阳泉商业银行按照国家对信息化的总体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信息工作，以持续推进商行改革发展为主线，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建设了 IT 信息化运维中心；实施了国津的 ITSM 项目之后、构建了统一的运维管理体系，推进了阳泉

商业银行的 IT 运维水平的提高。 

 

1）ITSM 运维管理将阳泉商业银行运维服务管理的不足充分加以完善，帮助客户系统的、规范的、简单的、标准的搭

建并启动了 IT 服务管理体系。 

2）实现了流程标准化、业务规范化，并以流程为导向进一步提高业务效率，不仅减轻了用户的工作量，且在规范化、

透明化的流程工作过程中，提供了优质的 IT 服务和客户满意度。 

3）方便快捷的故障申报与处理，确保服务关键环节运作流畅。 

4）帮助客户梳理出了线下资产分类，并将各资产细化到设备类型。并将客户线下文档记录和维护的资产设备资料分析

和整理，并安装梳理出的分类整体录入到配置项管理模块中。至此客户还分配了专门的 CMDB 管理员，有专人负责管

理维护资产信息。将敏感的资产模块可以得到安全、系统、快捷的维护。 

5）客户不仅使用了 Web 端的网页版本的国津 ITSM 项目，并且下载了移动端，并让相关运维工程师使用，更加方便

了客户，实现了随时随地可运维，时刻可处理事件工单的良好运维模式。 

    目前阳泉商业银行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已初见成效，明显的提升了 IT 运维服务能力和水平，保障了信息系统环境更

加安全可靠，实现了 IT 运维与服务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 

    总之，国津 ITSM 项目在阳泉市商业银行的顺利实施，使得该行以用户服务为中心、以提升运维管理与服务水平为

目的、让各种运维要素实现集约化管理的蓝图成为现实，助力该行完善了集约化、流程化、现代化的 IT 运维服务管理、

与国际 ITIL/ISO20000 标准成功接轨；同时也提升了信息化的安全水平，这样，为后续该银行的业务顺利拓展铺平了

信息化建设与 IT 管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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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银行现场看到的银监会监管要求 文件 截图；ITSM 相关要求属于这个 第六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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