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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的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和第一
个维护领域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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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现状: 

它们价格昂贵，企业中使用复杂。

参数设置和用户培训非常耗费时间和各种资源。 

用户视其为 ”监视工具 ”，并没有因此受益。

所采集数据的质量与分析方式无法帮助决策制定。

没有一款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能使得同一个集团的两
个分公司之间分享信息，更不用提使用相同设备的不
同工业企业了。

界面不友好。软件的人机工程学与人们日常热衷于使
用的各类应用无法比拟。

为什么使用 MOBILITY WORK?
迎合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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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MOBILITY WORK 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能使您:

与其他面临相同问题的工业界同
仁匿名交流 。

(交换替换件, 等等)。

通过简化集成的Big Data大数据
工具分析您的维护数据，并与其
它应用对接 (ERP企业资源规划系

统，等等)。

使用我们的计算机维护管理系统
无需任何编程或信息化基础。

给技术人员的日常工作提供便捷:

大幅简化措施信息的录入

借助动态信息推送和手机版应
用便捷地了解最新的维修工作

迅速搜索文件或替换件

借助一款简单，高效并积极响应
的工具管理您的维护服务:

在任何设备上登录 
Mobility Work。

通过实时信息推送了解您工厂
内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措施。

日历功能帮助您安排并跟踪每
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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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创建您的设备信息

创建您的设备

通过手机界面和网络社区内的设备
目录，不到一分钟就能创建您的设
备。 

* 图片:  Spartacus 3D公司3D打印生产的替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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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地管理您的设备库

浏览您的设备库

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便捷地寻找到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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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您的维护规划

规划您的维护

完善您的团队管理和工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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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您工厂的实时信息 

掌握资讯得以实现高效

浏览最新的维护措施，生产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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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文件

添加并搜索您的文件

迅速地浏览您设备的电路图，并添
加图纸，照片，影像和声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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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数据的保密等级

保护您的数据

选择您想在网络社区内分享的信息的保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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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您的数据并做出良好的决策 

探索一个新的领域

使用我们的Big Data大数据工具优化您的数据分析并便捷地与其它系统对接(ERP企
业资源规划系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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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第一个维护领域的网络社区

合作

分享信息，您的专业建议，替换件以及服务，并与其他与您面临相同问题的
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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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优势

无需任何安装

借助Cloud云, 您可以在任何计算机，平板电
脑或者智能手机上获得Mobility Work应用，
它的使用无需任何信息化技术培训。

详尽分析您的数据

通过Mobility Work 团队开发的数据分析算法, 
使您获得独特的数据分析和决策制定体验。

持续的更新 

用户反馈的使用信息和我们团队的专业开发
能力使得我们能提供最贴近用户需求的持续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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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实施与运营成本
(基于使用6个月后的统计)

问题

设备录入

停止生产 – 维护措施 

措施规划

替换件信息

替换件库存管理

报告

维护预算 / CAPEX 资本支出

MOBILITY WORK 解决方案 

Mobility Work 需2 分钟 vs 传统计算机维护管理软件需 
1小时

在智能手机上迅速浏览设备的历史事件

措施管理/规划的完善

在您智能手机和搜索栏中迅速搜索

帮助5S管理模式实施/ 自动再补给/替换件采购预见/ 库
存评估

分析工具自动提供动态报告

实时支出监管 ( 劳动力/订单/替换件) – 
决策: 维护或者投资 ? 

收益

举例 : 工厂 – 400 个设备
14小时 vs  传统计算机维护管理软件需 400小时 

收益 : 386 小时 – 48 天

在一个措施上耗时节省 5 %

在一个措施上耗时节省 10%
 收益: 14 小时/月/技术员

在一个措施上耗时节省 6%
 收益: 8 小时/月/技术员

维护预算节省 10%
(替换件)

维护经理工时节省 15 %

您的维护预算节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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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实施与运营成本

订购: 30欧元 /月/维护技术人员或管理员帐户

包含

包含

包含在应用内

包含在应用内

使用API应用程序接口

包含在内– 每周自动更新

2000 欧元 /工厂

无需任何培训

MOBILITY WORK 解决方案 问题

应用购买

信息化基础设备

支持

报告

EXCEL形式的历史文件上传

与其它系统的关联

更新

与您的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对接
动态分析界面(劳动力+ 替换件 + 服务提供商) 

用户培训

收益

20 000 欧元  - 100 000 欧元 

2500 欧元 /月

2000 欧元 - 10 000 欧元 /年

需计算机编程

需若干工作日的服务

需计算机编程

需若干工作日的服务
/ 需计算机编程

Big Data 大数据技术 – 30 000 欧元至 50 000 欧元 

3 至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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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试用它吧

免费试用应用14天

通过免费试用能更好地向您呈现
这款产品。借助Mobility Work
来了解您维护服务中能产生的收

益。

比一个断路器更优惠

30 欧元/月 /维护技术人员或管理
员帐户, 这实际上比一个断路器的
价格更优惠，更无法比拟您维护

预算上实现的经济收益。 

迎合您的企业和需求

我们致力于提供一个完全迎合我
们客户需求的工具。我们使用灵
活的工作方式并每周提供更新。 

无需绑定合约

您想停止使用Mobility Work吗? 不用
担心，您可以随时解约。并且，您
的数据依旧属于您，可以随时下载

它们。



+33 6 08 77 12 75 
contact@mobility-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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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