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总部 Schenker AG 

德国埃森 

 

行业 

交通运输和物流 

 

面临的挑战 

确保业务持续性和降低管理大量数据流 

的关键任务的业务风险 

 

解决方案 

Axway Mission-Critical Support  

Axway B2B 
 

使用效果 

 主动、预防、预测服务 

 7 天 24 小时全天候跟踪支持和有效的

提升管理，快速解决问题 

 专门的 MCS 账户管理员协调所有支持

服务，提供定期回访和现场访视 

 专门的技术支持团队并可获得发展团

队的服务 

 和 Axway 建立 SLA，获得每月绩效跟

踪报告 

 Axway 在印度的测试环境复制德铁信

可的物流生产系统以进行快速、准确的

测试和更新 

 日常系统健康检查，包括数量预测和生

产环境评估 

 产品改进流程，包括路线图、产品更新

和改进、产品优化 

 
德铁信可物流（DB Schenker Logistics） 

Axway 为海量企业对企业（B2B）数据集成网络提供关键任务支

持（Mission-Critical Support） 

 

 

 

2011 年，德铁信可物流拥有 62,200 名员工，销售总额为 148.7

亿欧元，是全球本行业中的领导企业，提供欧洲陆运服务、全球空

运和海运服务、综合合同物流解决方案以及全球供应链管理服务。

公司在自动化、高科技和消费品部门处于领先地位。 

 

业务的心跳 

信可全球在线数据网络（SWORD） 

德铁信可物流建立了 SWORD 以管理业务运营生成的大量数据

流。 

SWORD 通常被称为“德铁的心跳”，是全球多企业 B2B 电子数

据交换（EDI）的集成平台。作为中央 EDI 平台，SWORD 是基于

AxwayB2B 产品组合为全球所有业务领域提供 B2B 服务。 

目前，SWORD 处理： 

 超过 10,000 名客户直接或者通过本地环境进行连接； 

 每月超过 2,500 万条信息，支持所有普通协议和任何信息格

式； 

 每年 4.5 太字节，并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 

为了对上述活动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德铁信可物流采用了

Axway Mission-Critical Support（MCS），作为综合产品包，MCS

包括预防和主动式服务，快速问题解决服务和有效的提升管理。 

 

 



 

“如果出现问题，我们有清晰的提

升渠道……Axway 对工作如此投

入，我们很高兴能与 Axway 合

作。” 

Thomas Endries 

高级副总裁 

德铁信可物流公司客户与企业整

合部 

 Axway MCS 的性能由 Axway 和信可之间签订的服务级别协议

（SLA）进行监管。相应的，德铁信可物流与一些大客户签署 SLA。 

 

关键任务支持 

SWORD 的关键所在 

德铁信可物流公司客户与企业整合部高级副总裁 Thomas Endries

曾指出，“SWORD 对于企业运营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超越常规

的支持体系。几乎信可内每一条 B2B 信息，每一次数据通信都在

这一系统上运行，包括我们和客户、全世界信可公司、外部合作伙

伴之间的数据通信以及后端应用程序。” 

“例如，来自新加坡的出口到美国变为进口货运就涉及订货、运输、

跟踪、海关申报等信息以及向客户发送货物状态信息，此外还有货

品计价。所有这些都要通过 SWORD 进行处理。” 

Endries 说，“我们同 Axway 一起制定了定制的关键任务支持体

系，这对德铁信可至关重要。” 

 

Axway MCS  

主动式、预防型、可预测的方式 

德铁信可物流需要全程 MCS 服务，重点在于主动式、预防型、可

预测的服务，消除故障停机时间，降低风险，同时运用 Axway 对

于德铁信可环境的详尽理解，关键服务包括： 

 7 天 24 小时全程支持获取：Axway 在三个区域（APAC、美

洲和欧洲，包括总部）提供支持，无论问题严重程度，均可

获得支持。 

 MCS账户管理员：Endries 表示：“我们在三个区域均有MSC

账户管理员，此外，我们还有顶级的 MCS 账户管理员对全公

司进行监管。” 

 技术支持小组：Endries 说道：“MCS 账户管理员得到专门

小组的支持，为我们提供 7 天 24 小时服务，并且直接和我们

在工作层面进行联系。必要时，我们也可以获得 Axway 开发

小组的直接支持。” 

 提升程序：“如果出现问题，我们有根据我们所设定的优先

级别建立的明确的提升路径，我们也能和 Axway 的高管理层

直接联系。他们对工作如此投入，我们很高兴能与 Axway 合

作。”Endries 表示。 

 

 

 

 

 

 

 

“说到底，Axway 真正做到了符合

SLA 要求。” 

Thomas Endries 

高级副总裁 

德铁信可物流 

公司客户与企业整合部 

 

 



 

 定期回访和现场会议：“我们会在埃森进行每月一次的定期

回访或者现场会议。” Endries 说，“此外，每两个月我们会

和 MCS 账户管理员以及我的全球运营人员进行通话。” 

 产品改进流程：“我们和 Axway 有结构化流程来改进产

品。”Endries 说道。这包括产品优化、批量审查和部署、产

品更新和产品路线图。 

 定期健康检查：“我们会召开会议，审查环境，这种会议每

年两次。我们的系统管理员和技术人员以及 Axway 的产品专

家会查看生产环境，检查是否一切正常运营并且状态稳定。

这方面我们进行很多的交流，通力合作。”Endries 说道。 

 

监控性能 

达到 SLAs 的要求 

Axway 的性能得到德铁信可 SLA 的持续监测。Endries 表示：“我

们每个月都收到来自 Axway 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报告：票数、

优先级别、多快得到解决。说到底，Axway 真正做到了符合 SLA

的要求。” 

相应的，德铁信可物流会和他们的大客户签订 SLA。“我们和一

些大客户签订了 SLA，我们为这些客户提供仓库管理和巨大容量

运输服务。”Endries 说道，“所签署的 SLA 涉及业务方面，包

括仓库运营、交货时间等等，这些都是由 IT 系统来提供支持的。” 

 

确保业务持续性 

MCS 测试环境 

为确保系统可用性以及业务持续性，Axway 为德铁信可物流在印

度的支持点建立了测试环境。“测试环境由我们使用的 Axway 产

品以及我们在 Axway 产品技术上添加的上层应用组成。”Endries

表示，“这样 Axway 就建立了我们生产环境的复制版本，只是容

量小一些，但是技术装配相同，因此能进行测试，安装补丁，确认

产品更新以及进行性能测试。” 

“测试环境给我们又一层的安全保障和预防措施。”Endries说道：

“它超越了普通的支持合作，实现了共同发展。” 

 

 

 “应该说，MCS 绝对物有所值。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环

境，为客户和业务运营提供最佳支

持，我们现在也如愿以偿。” 

Thomas Endries 

高级副总裁 

德铁信可物流公司客户与企业整

合部 

  

 

 

 

 

 

 

 

 

 

“的确，对我们而言，Axway 是

卖方，但是我们仍然和他们建立了

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强有力的关

系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 

Thomas Endries 

高级副总裁 

德铁信可物流 

公司客户与企业整合部 

  

 

 



 

“我们对 Axway MCS 绝对满意，

对我们而言，它完全满足了我们的

预期。常常还超出预期。” 

Thomas Endries 

高级副总裁德铁信可物流 

公司客户与企业整合部 

 

 

 

 

 

 

 

 

 

 

投资回报 

评估 Axway MCS 

“MCS 改进了德铁信可物流 B2B 环境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Endries 表示，“多种预防措施，如批次预测试和数量检测

意味着没有意外。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产品稳定性。此外，如果出现

问题，我们知道能快速有效让系统恢复正常。” 

“系统是信可的‘心跳’。一旦系统停止，信可的业务也会停止。

如果您有这样的系统，也同样需要恰当的支持。”Endries 说道。

“应该说 MCS 物有所值，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环境，

为客户和业务运营提供最佳支持，现在我们如愿以偿。” 

“我想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Endries 说道，“的确，对

我们而言，Axway 是卖方，但是我们仍然和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这种强有力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 

Endries 指出，这种合作关系的关键特征是，“MCS 人员涉及项

目整个生命周期。这使我们对业务目标有更统一的理解。”他表

示，“此外，我们在 Axway 和信可解决方案的发展和改进上达成

了一致。” 

 

下一步 

部署 Axway MCS 和德铁信可下一代 B2B 集成系统 

Endries 说道：“为保障投资回报和加速未来部署进程。我们已经

从最初就加入了 MCS。 MCS 账户管理员和产品开发人员都已经

加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部分如何拼到一起：Axway 新产品的研

制和信可新增应用层的发展。从系统设计到迁移再到生产，MCS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Endries 最后说道：“我们对 Axway MCS 绝对满意。对我们而言，

它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预期，而且常常超出预期。” 

 

 

 

 

 

 

 

详情请见 www.ax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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